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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冶金年会优秀科技论文获奖结果

由北京金属学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冶金年会科技论文评选活

动，自 2020 年 5 月份征集论文开始，得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

积极响应踊跃投稿，截止到 7 月底共征集论文 221 篇。论文内容

涵盖了钢铁、金属材料、自动化等领域，分为采选、炼铁、炼钢

能源环保、压力加工、金属材料、有色冶炼、理化检测、冶金设

备、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经济共 11 个学科的技术和经验，充分

体现了冶金工业领域科技工作者不断创新增长的科技实力。

本次论文评选由北京金属学会各专业分会的专业评审组对

221 篇论文进行初评，初评出获奖论文 154 篇。北京金属学会学

术委员会专家对推荐出的初评论文一、二、三等奖以会议的方式

进行了合议和审核，对优秀论文进行确认，会议最终评审出获奖

论文 145 篇、占比 65.6%，其中：一等奖 12 篇、占比 5.4%；二

等奖 31 篇、占比 14%；三等奖 44 篇、占比 19.9%；优秀奖 58 篇、

占比 26.2%。获奖结果在北京金属学会网上公示十天无异议。现

将获奖论文全文刊登在《第十一届冶金年会优秀论文集》上。

附：第十一届冶金年会优秀科技论文获奖名单

北京金属学会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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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冶金年会优秀科技论文获奖名单

序号 等级 论文名称 专业
第一作者

姓名
作者单位

1 一等
含复杂磁黄铁矿铜硫矿石

选矿工艺流程试验研究
采选 谭欣

矿冶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2 一等
直燃式烧嘴新型点火系统

的开发与应用
能源环保 于浩淼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

3 一等 首钢炼铁技术进步与展望 炼铁 张福明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

4 一等
磷在多相脱磷转炉渣中的

分布
炼钢 董文亮

首钢有限公司

技术研究院

5 一等
连铸板坯绿色化生产高品

质模具钢的机理研究
压力加工 初仁生

首钢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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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6 一等
FeTiP相在高强IF钢热轧

过程析出行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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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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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等
高效多晶硅沉积理论研究

及产业化

有色冶炼

加工
严大洲

中国恩菲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8 一等
基于 TRIZ 的惯性圆锥破

碎机空腔保护研究
冶金设备 王旭

北京矿冶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9 一等 轧辊装配精度量化模型 冶金设备 李洋龙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10 一等

BP改进的KNN算法在北京

密云土地覆盖分类中的应

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王佃来

首钢工学院信

息工程系

11 一等
热轧薄板带钢头部剪切控

制的优化设计及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贾为征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京唐运

行事业部

12 一等
浅谈炼钢厂天车视频监控

系统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刘雪昭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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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二等

亚硫酸钠在乙硫氮-方铅

矿浮选体系中的作用及机

理研究

采选 苏建芳
矿冶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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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矿山数字化炸药爆破

设计与施工技术
采选 段云

矿冶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15 二等
基于力测量法研究滑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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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选 张其东

有研资源环境

技术研究院

（北京）有限

公司

16 二等
氧化钙沉淀硫酸稀土过程

中杂质的分布与去除
能源环保 孟祥龙

北京有色金属

研究总院

17 二等
高炉添加废钢的能耗和经

济性分析
能源环保 刘颖超 北京科技大学

18 二等
我国高炉使用高比例球团

生产技术经济分析
炼铁 沙永志

中国钢研科技

集团

19 二等

亚临界水热条件下秸秆制

备优质高炉喷吹燃料的研

究

炼铁 张建良

北京科技大学

冶金与生态工

程学院

20 二等
炼铁流程硫解析及降低硫

质量分数措施分析
炼铁 张雪松

首钢技术研究

院钢研所

21 二等
沥青配比与焦炭质量之间

的关系 炼铁
刘洋

首钢技术研究

院钢研所

22 二等 烧结矿成矿特性研究 炼铁 潘文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23 二等
高炉铜冷却壁长寿技术分

析
炼铁 张勇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24 二等
残氧量模型在立式连续退

火炉的应用
压力加工 任伟超

.首钢京唐钢

铁联合有限责

任公司

25 二等
交叉叠轧法制备高耐弯折

性能的压延铜箔
压力加工 李晶琨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26 二等
基于 AutoForm 的材料仿

真数据影响因素研究
压力加工 金磊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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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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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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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30 二等
铜底吹炉氧枪出口端蘑菇

头生成过程水模实验研究

有色冶炼

加工
王书晓

中国恩菲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31 二等

包头混合型稀土矿冶炼分

离过程的绿色工艺进展及

趋势

有色冶炼

加工
王猛

有研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32 二等
硅掺杂碳靶材的制备研究

及溅射薄膜生长模式分析
理化检测 白雪

有研资源环境

技术研究院

33 二等
干熄焦锅炉炉管失效机理

分析
冶金设备 徐荣广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34 二等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智慧

焦化系统的研究实现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刘富春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首

迁运行事业部

35 二等

关于首钢京唐 1580 卷取

钢卷尾部定尾异常现象研

究

自动化与

计算机
邱艳红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36 二等 焦炉煤气净化系统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朱艳利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37 二等

以“2+2+4+N”为支撑的赛

车谷智慧园区建设探索与

实践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娄宇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智

慧城市本部软

件事业部

38 二等
冷轧后处理线卷取机的转

矩补偿运算及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马柯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39 二等
连续退火机组高温炉辊区

域微张力控制新方法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刘向彬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首

迁运行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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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二等
基于 5G 的行业应用探讨

及研究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刘冠权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41 二等
赫斯曼交换机在 MCCR 无

头产线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王瑞丰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42 二等
远程计量智能化控制系统

实践

自动化与

计算机
梁永伟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43 二等
“化教为学”混合式教学

模式实践与探讨
其它 刘海涛

首钢工学院管

理学院院办

44 三等
基于 CFD 超细磨用搅拌装

置关键参数影响研究
采选 孙小旭

矿冶科技集团

机电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45 三等
国内某复杂多金属矿低尾

化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采选 钱志博

矿冶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46 三等
深井硬岩矿山岩爆防治技

术综述
采选 张少杰

中国恩菲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47 三等
AV100-18高炉鼓风机节能

改造实践
能源环保 李泉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

48 三等
高炉冲渣水余热工业利用

技术应用
能源环保 王冬宝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

49 三等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节能环

保及长寿技术简介
能源环保 冯燕波

中冶京诚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50 三等
高炉煤气高效、高值和创

新利用技术
能源环保 刘文权

冶金工业规划

研究院

51 三等
套筒窑煤气系统热值提高

在首钢股份应用实践
能源环保 王利军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设备

部

52 三等
炼铁创新引领和高质量发

展
炼铁 刘文权

冶金工业规划

研究院

53 三等
炉缸浇注修复技术在首钢

股份公司 2号高炉的应用
炼铁 赵满祥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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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三等
首钢京唐 2#高炉大修开

炉生产实践
炼铁 甄昆泰

首钢京唐钢铁

联合有限责任

公司炼铁部

55 三等
依炉型特征参数确定高炉

入炉有害元素上限的探讨
炼铁 陈辉

首钢技术研究

院钢研所

56 三等
高炉煤气喷碱脱硫工艺技

术规模化工程设计特点
炼铁 赵良武

北京首钢国际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57 三等
大型高炉风口破损机理分

析
炼铁 孙健

首钢技术研究

院

58 三等
中国电炉冶炼普钢的趋势

和工艺特点
炼钢 余光光

北京首钢国际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59 三等
热轧酸洗 SAPH440 翻边开

裂原因分析及优化
压力加工 郑学斌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60 三等
厚规格高合金钢坯堆垛缓

冷工艺开发
压力加工 王卫华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61 三等

选区激光熔化工艺参数对

气雾化316L不锈钢粉末成

形制品性能的影响

金属材料 李胜峰
北京矿冶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62 三等
乘用车轮辐用 600MPa 级

热轧双相钢失效原因分析
金属材料 张大伟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63 三等
化学元素含量对 GH90 合

金平衡相图的影响
金属材料 文新理

北京北冶功能

材料有限公司

64 三等
底吹铜熔炼炉冷却烟罩的

设计与实践

有色冶炼

加工
周钢

中国恩菲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65 三等
红土镍矿高温矿物相转变

及还原机理初探

有色冶炼

加工
马明生

中国恩菲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66 三等
CALPHAD技术在Co基粘结

层合金制备中的应用

有色冶炼

加工
储茂友

有研科技集团

有研资源环境

技术研究院

67 三等
EDTA 滴定法测定高铋铅

中铋
理化检测 蒯丽君

北矿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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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三等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测定高温合金 GH4169 中

痕量碲

理化检测 武小凤
北京北冶功能

材料有限公司

69 三等 热轧不锈钢平整机组研究 冶金设备 李雷生

北京中冶设备

研究设计总院

有限公司

70 三等
迁钢公司备件库存管理对

策的研究
冶金设备 李少龙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采购

中心

71 三等

破碎机下部遮盖工艺设计

及质量控制探讨 冶金设备 冯成毅
首钢矿山机械

制造厂

72 三等
并罐高炉无钟炉顶设备结

构对布料偏析的影响
冶金设备 徐文轩

北京科技大学

冶金与生态工

程学院

73 三等
1580 平整分卷机组自主

集成和技术创新
冶金设备 熊伟

首钢机电有限

公司

74 三等
板型仪在 1420 单机架机

组上的应用介绍

自动化与

计算机
王少安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75 三等
转炉钢水下渣检测技术应

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于志旺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76 三等
钢铁企业大型转动设备振

动在线监测试验研究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张家川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77 三等
一键装煤在冶金炼焦装煤

车中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孟庆伟

迁安首信自动

化信息公司焦

化维护班

78 三等 圆盘剪在重卷机组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孟卓宝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79 三等
超快冷技术在中厚板轧钢

过程控制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李静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80 三等
移动 APP 在高炉生产在线

监控上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闫本领

首钢股份有限

公司炼铁作业

部

81 三等
鱼雷罐侵蚀在线检测系统

在首钢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张雪松

首钢技术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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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三等

基于数传电台与 RTU 的电

机水泵无线测温系统设计

与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薛冬晨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能源

部

83 三等

采用 AlwaysOn 技术实现

“无域”环境数据库高可

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张兴富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矿业公司

计控检验中心

84 三等
PID 控制在加热炉煤气阀

控制中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李延超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85 三等
L2 控制系统在薄板坯连

铸机（TSC）生产中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杨圆圆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86 三等
基于实际震害的土石

坝永久变形估算
其它 楚金旺

中国恩菲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87 三等
国有大型企业绩效管理实

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其它 孙晓双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运营

规划部

88 优秀
不同雨型下排土场降雨入

渗及其对边坡稳定性
采选 关晓锋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矿业公司

水厂铁矿

89 优秀
刚果（金）某铜钴矿选矿

工艺设计及生产实践
采选 刘阅兵

矿冶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90 优秀
安徽某铜硫矿选矿工艺优

化试验研究
采选 万丽

矿冶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选矿

研究设计所

91 优秀
某铁矿尾砂充填材料的力

学性能试验研究
采选 毛瑞坤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矿业公司

水厂铁矿

92 优秀
水厂铁矿细碎产品干式预

选设备升级研究
采选 李刚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矿业公司

水厂铁矿

93 优秀
国内某铁矿多通道微震监

测系统网络构建
采选 张爱民

中国恩菲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94 优秀

HISMELT 煤气余热回收及

供风一体化装置的开发与

研究

能源环保 麻艺炜

北京首钢国际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95 优秀
二高炉顶温精确控制系统

的设计与应用
能源环保 闫本领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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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优秀
高炉炉缸浇注出铁喷溅治

理技术研究
炼铁 贾国利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

97 优秀
焦肥煤配比对顶装和捣固

焦性能的影响
炼铁 马超

首钢技术研究

院钢铁技术研

究所

98 优秀 高炉炉缸维护与加钛护炉 炼铁 刘文运
首钢技术研究

院

99 优秀
超大型高炉炉缸径向焦炭

分析
炼铁 竺维春

首钢技术研究

院

100 优秀
提高首钢京唐公司焦炉煤

气产率
炼铁 代鑫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101 优秀
巨型高炉炉缸死料柱焦炭

研究
炼铁 牛群

北京科技大学

冶金与生态工

程学院

102 优秀 高比例球团高炉设计研究 炼铁 王春龙
中冶京诚工种

技术有限公司

103 优秀
从焦炭反应性角度确定高

炉入炉碱负荷上限
炼铁 徐萌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104 优秀

大型高炉热风管道波纹管

补偿器失效原因与长寿技

术研究

炼铁 梁海龙
首钢技术研究

院

105 优秀
TiO2对含钛高炉初渣物相

转变与黏度的影响
炼铁 张亚鹏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106 优秀
转炉烟气一次除尘超低排

放关键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炼钢 陶有志

北京首钢国际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107 优秀 轧辊装配精度量化模型 压力加工 李洋龙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108 优秀

热轧带钢残余应力相关板

形缺陷机理分析及攻关措

施

压力加工 昝现亮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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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优秀
高强集装箱板平整轧制研

究与实践
压力加工 李靖

首钢京唐钢铁

联合有限责任

公司

110 优秀
基于 FasterR-CNN 神经网

络的钢卷边部缺陷检测
压力加工 王泽鹏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研究

院

111 优秀
冷轧连续处理机组带钢跑

偏机理分析
压力加工 王明

首钢迁安新能

源汽车电工钢

有限公司

112 优秀
镍/钴基合金粉末氧含量

对氧化性的影响研究
金属材料 原慷

矿冶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113 优秀
不同工况下钨电极抗烧损

性能的研究
金属材料 王芦燕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114 优秀

固溶工艺对SUS304L奥氏

体不锈钢冷轧带材的影响

研究

金属材料 李重阳
北京北冶功能

材料有限公司

115 优秀
铅锌冶炼废气中重金属污

染物对土壤的影响分析

有色冶炼

加工
孙晖

中国恩菲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116 优秀
再生铅冶炼烟气中硫资源

的回收利用

有色冶炼

加工
秦赢

中国恩菲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117 优秀
铜粉原料对选择性激光熔

覆成型件性能影响的研究

有色冶炼

加工
周友智

北京有色金属

研究总院

118 优秀
TiZrHfNbSc难熔高熵合金

组织和力学性能研究

有色冶炼

加工
江洪林

有研资源环境

技术研究院

119 优秀
热风炉焊接残余应力周向

分布与消除
理化检测 陈辉

首钢技术研究

院

120 优秀
PSA（变压吸附）制氮在铁

合金关键工艺优化应用
冶金设备 王武魁

北京首钢国际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121 优秀
从电液换向阀的结构谈液

压系统优化
冶金设备 董柏君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

122 优秀
嵌入式监测保护系统在天

车接地故障中的应用
冶金设备 李晨光

首钢股份公司

炼钢作业部

123 优秀
热连轧机精轧活套辊断裂

分析与改进
冶金设备 吴长杰

北京首钢股份

公司热轧作业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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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优秀
热连轧机精轧入口导卫精

度提升改进
冶金设备 张会明

北京首钢股份

公司热轧作业

部

125 优秀
首钢股份 2#TRT 动静碰磨

故障诊断
冶金设备 陈亚军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能源

部

126 优秀

首钢股份高炉炉前出铁设

备常见故障及改进方案的

应用实践

冶金设备 邓振月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炼铁

作业部

127 优秀

特大型高炉压力管道法兰

盘泄漏故障在线处理方法

应用研究

冶金设备 陈文彬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炼铁

作业部

128 优秀
按需通风技术在某矿山工

程设计中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葛启发 北京科技大学

129 优秀 SLM 回馈整流进线系统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宋卜文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130 优秀
3500中厚板二级跟踪系统

的应用与研究

自动化与

计算机
聂军山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131 优秀 压力变送器的原理及检定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张媛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132 优秀
中厚板剪切的研究

与优化

自动化与

计算机
李悦

北京首钢自

化信息公司

京唐运行事

业部

133 优秀
无线通讯在机械式公交立

体车库中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牛永发

唐山首信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134 优秀
西矿锌业物流管控与智能

计量系统设计与实践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刘上升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矿业公司

计控检验中心

135 优秀
生活水计量无线采集系统

的设计与实现

自动化与

计算机
薛冬晨

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能源

部

136 优秀

西门子 AFE 变频器主从控

制在炼钢转炉倾动中的应

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王靖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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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优秀
S7-300PLC 在冷却水循环

系统中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韩立鹏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138 优秀

西门子 S7-300 与

S7-1200PLC 之间的以太

网通信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卢晓兵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139 优秀
大石河二马资源再利用自

控系统开发及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李长江

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矿业公司

计控检验中心

140 优秀 全氢罩式退火炉技术研究
自动化与

计算机
宗伟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141 优秀
冷轧连退炉内带钢跑偏原

因分析及措施

自动化与

计算机
路新苗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142 优秀 飞剪自动化控制
自动化与

计算机
谢贤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143 优秀
海水取排水控制系统及双

减站系统控制

自动化与

计算机
费敬利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优秀 高炉鼓风机防喘阀的应用
自动化与

计算机
王安龙

北京首钢自动

化信息公司京

唐运行事业部

145 优秀
胶凝砂砾石坝蓄水工况的

强度与稳定分析
其它 高彦丛

首钢工学院冶

金安全环保学

院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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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复杂磁黄铁矿铜硫矿石选矿工艺流程试验研究

谭 欣 1, 2 王中明 1 肖巧斌 1

（1.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矿物加工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628；

2.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对某含复杂磁黄铁矿铜硫矿石进行了选矿工艺流程的试验研究。根据矿石性质，采用铜优先浮选—磁选

—硫浮选和磁选—铜浮选—硫浮选两种原则工艺流程进行试验研究，通过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回)—磁选—硫

浮选、铜优先浮选(中矿再磨再选)—磁选—硫浮选和磁选—铜浮选—硫浮选三种试验方案的工艺流程和闭路试验

指标的对比分析，最终确定了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回)—磁选—硫浮选的工艺流程，闭路试验获得含铜 24.81%、

铜回收率 86.31%的铜精矿，含硫 37.83%、含铁 58.21%、磁硫品位(Fe + S)96.04%、硫回收率 40.60%的磁黄铁硫

精矿，以及含硫 46.05%、硫回收率 47.90%的硫精矿，硫总回收率为 88.50%。

关键词：高硫铜矿石；磁黄铁矿；浮选；磁选；中矿再磨

中图分类号：TD952 文献标志码：A

Mineral Processing Study on a Complex Pyrrhotite Copper &
Sulfur Ore

TAN Xin1, 2，WANG Zhongming1，XIAO Qiaobin1
（1. BGRIMM Technology Group,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neral Processing, Beijing 102628, China;

2. Civil and Resource Engineering Schoo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mineral processing study was carried out on a complex pyrrhotite copper & sulfur or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e property, the comparison tests were conducted by adopting three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of

flotation of copper (sequential return of copper middlings)—magnetic separation—flotation of sulfur, flotation of copper

(regrinding of copper middlings)—magnetic separation—flotation of sulfur, and magnetic separation—flotation of copper

— flotation of sulfur. Finally the flowsheet of preferential flotation of copper (sequential return of copper middlings)—

magnetic separation of pyrrhotite—flotation of sulfur was determined, and the results of closed-circuit test were obtained

the copper concentrate with grading 24.81% Cu and a recovery rate of 86.31%, the pyrrhotite concentrate with grading

37.83% S, 58.21% Fe, 96.04% (Fe + S) and S recovery of 40.60%, the sulfur concentrate with grading 46.05% S and a

recovery rate of 47.90%, and the total S recovery of was 88.50%.

Key words: high- sulfur copper ore; pyrrhotite; flotation; magnetic separation; regrinding of middlings

广东某铜硫矿始建于1958年，是首批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单位，是一座历史悠久资源丰富

的多金属矿山。矿山资源主要有铁、铜、硫、铅、锌、钨、钼等，其中铁已接近枯竭，铜硫矿资源保有储

量9000多万t，钼金属量26.88万t。铜资源储量达到中型矿床级别，硫、钨、钼资源储量达到大型矿床级别。

该矿属高中低温热液多金属矿床，主要有用矿物为黄铜矿、黄铁矿、磁黄铁矿，少量闪锌矿、白钨矿；脉

石矿物主要有石英、绢云母、长石、辉石、石榴石、绿帘石、绿泥石、滑石，少量方解石、黄钾铁矾等。

矿石中铜以原生硫化铜为主，铜矿物的嵌布粒度较细而硫矿物的嵌布粒度较粗，且铜矿物与其他矿物的赋

存状态复杂；矿石中所含磁黄铁矿量波动大，包含单斜和六方晶体，其可浮性和磁性变化范围较大，对铜

的浮选干扰严重；此外，矿山雨季时间较长，大量易泥化的脉石矿物使得原矿含泥量达20%。铜选厂始建于

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处理能力为250 t/d，后经改造扩建为2000 t/d，现在一直处于2700 t/d超负荷运行

中。目前选厂处理原矿铜品位0.50%～0.70%，硫品位15%～20%，选矿厂出厂铜精矿18%，铜实际回收率70%

左右，总硫回收率75%左右。正准备建设一座设备更加先进、大型化的7000 t/d铜硫选厂，拟采用“优先浮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5BAB14B03)
作者简介：谭 欣(1968-)，男，湖南长沙人，博士，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复杂难处理矿石分离技术。 手机：13718831152，
Email：tan_x@bgrimm.com。

1313



铜—磁选磁硫铁矿—浮硫”或“磁选磁硫铁矿—浮铜—浮硫”。本文针对该高含复杂磁黄铁矿铜硫矿石为

试样进行详细的选矿工艺流程试验研究，综合回收矿石中的铜、硫，为矿山开发利用该类资源、实现资

源效益的最大化提供科学依据。

1 矿石性质

1.1 矿石的矿物组成及相对含量

该铜硫矿的矿石组成较复杂，矿物种类较多。矿石中可回收的有价元素主要为铜、硫，其次还有少

量钨。矿石中铜矿物主要为黄铜矿，其含量为 1.29%，其次为微量的铜蓝(0.10%)等；硫矿物主要为磁黄铁

矿，其含量为 24.09%，其次为黄铁矿，其含量为 17.34%；钨矿物绝大部分为白钨矿(0.12%)，其次为微量

的黑钨矿；此外矿石中还有少量的赤铁矿(0.89%)、闪锌矿(0.36%)以及微量的方铅矿、辉铋矿等其它金属

矿物。非金属矿物种类也较多，主要有石英(12.19%)、正长石(8.47%)、白云母(7.94%)、透闪石(7.63%)、

方解石(6.25%)、绿泥石(5.49%)，其次有榍石(2.71%)、钙铝榴石(2.37%)、钙铁榴石(1.95%)以及微量的辉

石等。原矿主要组分分析见表 1。

表1 矿石多组分分析结果

Table 1 Multi-composi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run-of-mine ore /%

成分 Cu S WO3 Pb Zn Fe Au1) Ag1) SiO2 Al2O3 CaO MgO K2O Na2O
含量 0.51 19.27 0.10 0.018 0.24 26.45 0.04 7.31 29.40 6.80 6.41 4.41 2.43 0.089
1)单位为 g/t。

1.2 铜硫的物相分析

矿石中铜、硫元素的化学物相分析结果见表 2。铜元素全部分布在铜矿物中，其中原生硫化铜中占

87.60%，次生硫化铜中占 11.81%；硫元素主要分布在硫化物中，其中非磁性硫化物中占 62.11%，磁性硫化

物中占 37.52%。

表2 铜、硫的化学物相分析结果

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copper，sulfur phase /%

相别 原生硫化铜 次生硫化铜 自由氧化铜 总铜 磁性硫化物 非磁性硫化物 其它矿物包裹 总硫

含量 0.445 0.06 0.003 0.508 7.230 11.968 0.07 19.268

占有率 87.60 11.81 0.59 100.00 37.52 62.11 0.36 100.00

1.3 主要矿物产出特征

黄铜矿是矿石中重要的铜矿物和主要的回收对象，其主要呈不规则状嵌布在脉石矿物中，其中少量呈

微细粒嵌布或包裹在脉石矿物中。其次，黄铜矿与磁黄铁矿等硫化铁矿物的嵌布关系密切，多表现为黄铜

矿与磁黄铁矿以不规则边界共生嵌布在脉石矿物中，部分黄铜矿被包裹在磁黄铁矿中。少量黄铜矿与黄铁

矿共生嵌布，边界不规则，偶见微粒黄铜矿被包裹在黄铁矿中。另外，偶见微粒黄铜矿在闪锌矿中呈不规

则状嵌布或呈乳滴状分布。微粒黄铜矿被包裹在磁黄铁矿、黄铁矿、闪锌矿以及脉石矿物中难以完全单体

解离，对铜的回收率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磁黄铁矿是矿石中重要的含硫矿物和回收硫的主要对象之一，大部分呈不规则状嵌布于脉石矿物中。

其次磁黄铁矿与黄铜矿共生嵌布在脉石矿物中，边界不规则，有时磁黄铁矿包裹黄铜矿。少量磁黄铁矿与

黄铁矿共生嵌布在脉石矿物中。

黄铁矿也是矿石中重要的含硫矿物和回收硫的主要对象之一，绝大部分呈它形-半自形粒状嵌布在脉石

矿物中，其中部分黄铁矿中包裹脉石矿物。其次黄铁矿与磁黄铁矿呈共边接触关系。少量黄铁矿与黄铜矿

呈简单共边和包裹等接触关系产出。

矿石中白钨矿主要以半自形-它形粒状嵌布在脉石矿物中，其中部分白钨矿中包裹细粒脉石矿物颗粒，

少量白钨矿与磁黄铁矿等硫化物嵌布在一起。白钨矿嵌布粒度主要分布在 20～300 µm。

1.4 重要矿物的解离特征

对不同磨矿细度下黄铜矿、磁黄铁矿、黄铁矿以及硫化铁矿物集合体(磁黄铁矿和黄铁矿)的单体解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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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当磨矿细度在-74 µm 占 60%时，黄铜矿的解离度为 56.73%，解离情况较差；磁

黄铁矿、黄铁矿以及硫化铁矿物集合体的解离明显较高，分别为 80.94%、79.15%、79.66%。当磨矿细度提

高到-74 µm 占 65%时，各矿物的单体解离度均有明显的提升，其中黄铜矿的解离度为 61.61%，解离仍不充

分，其中黄铜矿主要与脉石连生，其次与磁黄铁矿连生，少量与闪锌矿、黄铁矿连生；而磁黄铁矿、黄铁

矿以及硫化铁矿物集合体的解离度分别达到 82.68%、82.00%以及 82.69%，解离较充分，其中磁黄铁矿主要

与脉石连生，少量与黄铜矿、黄铁矿连生；黄铁矿主要与脉石连生，少量与磁黄铁矿、黄铜矿连生；硫化

铁矿物集合体主要与脉石连生，少量与黄铜矿连生。当磨矿细度达到-74 µm 占 90%时，黄铜矿的解离度为

82.75%，解离较充分，连生体主要与脉石连生，其次为与磁黄铁矿连生，少量与闪锌矿、黄铁矿连生；磁

黄铁矿、黄铁矿以及硫化铁矿物集合体的解离度分别高达 93.28%、92.02%以及 93.11%，解离充分。

2 选矿工艺流程试验研究

矿石中铜以原生硫化铜为主，铜矿物的嵌布粒度较细而硫矿物的嵌布粒度较粗，且铜矿物与其他矿物

的赋存状态复杂；矿石中所含磁黄铁矿量较大，且其可浮性和磁性差异较大。针对该高含复杂磁黄铁矿铜

硫矿石，在前期研究
[1]
的基础上，在原矿磨矿细度为-74 µm 占 65%的条件下，采用磁选—铜浮选—硫浮选、

铜优先浮选—磁选—硫浮选
[2]
两种选矿原则工艺流程进行试验研究。

2.1 磁选—铜浮选—硫浮选工艺流程

表 3 磁选-铜浮选-硫浮选工艺闭路试验结果

Table 3 Closed-circuit test results of process of magnetic separation-Cu flotation-S flotation /%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Cu S Cu S

磁黄铁硫精矿 2) 14.39 0.15 36.63 4.30 27.61

铜精矿 1.59 25.90 34.65 82.15 2.89

硫精矿 23.47 0.12 46.69 5.57 57.40

硫尾矿 60.55 0.066 3.82 7.98 12.10

原矿 100.00 0.50 19.09 100.00 100.00

2)磁黄铁硫精矿含铁 55.35%。

磁选—铜浮选—硫浮选工艺流程—即先通过磁滚筒磁选回收磁性硫化物得到磁黄铁硫精矿，再对磁选

尾矿依次进行铜、硫浮选，得到铜精矿和硫精矿。通过详细的条件试验，确定了磁选(一次粗选)、铜浮选(一

次粗选、三次精选、三次扫选)和硫浮选(一次粗选、三次精选、一次扫选)的工艺流程。磁选作业采用磁滚

筒一次粗选(逆流式，磁场强度为 0.18 T)；在铜粗选作业，采用石灰(2500 g/t，pH 值 12.3）抑制黄铁矿、

磁黄铁矿等硫化铁矿物、对铜矿物具有较强的选择性捕收作用的组合捕收剂 TL-1 + BK306(TL-1 为硫氮类，

BK306 以酯类为主，均为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选铜捕收剂)；在硫粗选作业，采用活化剂 BK546(无

机药剂，与硫酸做活化剂相比，能提高硫回收率 6 个百分点)活化含硫矿物、组合捕收剂丁基黄药 +

AT608(AT608 为含硫有机药剂，为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选硫捕收剂）。磁选—铜浮选—硫浮选工艺

的闭路试验流程见图 1，闭路试验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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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矿

2 TL-1 35+BK306 60
BK-201 12

铜  粗选

6

磨矿 65% -74 m

2 BK306 24
BK-201 6

铜  扫选I

4 3 石灰 800

铜  扫选II

4
2 BK306 6

铜  扫选III

4

2 BK306 12

3 石灰 500

铜  精选I

5

铜  精选II

4

铜精矿

石灰 300 3

铜  精选III

3

石灰 200 3

硫  精选I

6

硫  精选II

5

2 BK546 4000

2 丁基黄药 100+AT608 100

2 BK-201 12

硫  浮选

7
2 BK546 1000

2 丁基黄药 50

2 BK-201 6

硫  扫选

5

硫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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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磁选-铜浮选-硫浮选工艺闭路试验流程

Fig.1 Closed-circuit test flowsheet of the magnetic separation-Cu flotation-S flotation process

2.2 铜优先浮选—磁选—硫浮选工艺流程

铜优先浮选
[3-5]

—磁选—硫浮选工艺流程—即先在较低碱度下采用选择性铜捕收剂抑硫浮铜，得到

铜精矿，然后对铜浮选尾矿通过磁滚筒磁选回收磁性硫化物得到磁黄铁硫精矿，再对磁选尾矿活化浮选

含硫矿物，得到硫精矿。通过详细的条件试验，确定了铜优先浮选(一次粗选、三次精选、三次扫选)、

磁选(一次粗选)和硫浮选(一次粗选、三次精选、一次扫选)的工艺流程。在铜优先浮选作业，采用石灰

调浆(2500 g/t，pH 值 10.9)抑制磁黄铁矿、黄铁矿等硫化铁矿物、对铜矿物具有较强的选择性捕收作用

的组合捕收剂 TL-1 + BK306；磁选作业采用磁滚筒一次粗选(逆流式，磁场强度为 0.30 T)；在硫浮选作业，

采用 BK546 活化含硫矿物、组合捕收剂丁基黄药 + AT608。对铜粗精矿的精选 I 中矿和铜扫选的中矿分别

进行了产品检查，并对其中的黄铜矿进行了解离度和粒度测量，发现铜精选 I 中矿中的铜矿物绝大部分为

黄铜矿，偶见铜蓝，其它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磁黄铁矿，少量闪锌矿等，其中：黄铜矿主要以单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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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占 47.37%；另有部分与脉石连生产出，且多为黄铜矿的贫连生体，占 31.58%，其次为黄铜矿的富连生

体，占 14.83%；少量黄铜矿与磁黄铁矿、黄铁矿、闪锌矿连生；黄铜矿粒度集中在 10～43 µm。铜扫选中

矿中的铜矿物绝大部分为黄铜矿，偶见铜蓝，其它金属矿物主要为磁黄铁矿、黄铁矿，少量闪锌矿等，其

中：黄铜矿主要与脉石矿物连生，且多为黄铜矿的贫连生体，占56.92%，其次为黄铜矿的富连生体，占10.52%；

其次与磁黄铁矿连生，占 17.74%；另有部分呈单体产出，占 13.06%；少量黄铜矿与黄铁矿、闪锌矿连生；

黄铜矿粒度集中在 10～74 µm。因此，在优化工艺条件试验的基础上并结合铜浮选中间产品的检查结果，

分别进行了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回)—磁选—硫浮选（简称铜中矿顺序返回工艺）和铜优先浮选(中矿

再磨再选)—磁选—硫浮选(简称铜中矿再磨工艺)的两种方案的闭路试验。

2.2.1 铜中矿顺序返回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见图 2，试验结果见表 4。

表 4 铜中矿顺序返回方案闭路试验结果

Table 4 Closed-circuit test results of process of sequential return of copper middlings /%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Cu S Cu S

铜精矿 1.77 24.81 34.85 86.31 3.18

磁黄铁硫精矿 3) 20.79 0.048 37.83 1.96 40.60

硫精矿 20.15 0.10 46.05 3.96 47.90

硫尾矿 57.29 0.069 2.81 7.77 8.32

原矿 100.00 0.51 19.37 100.00 100.00

3)磁黄铁硫精矿含铁 58.21%。

2.2.2 铜中矿再磨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见图 3(磁选和硫浮选部分与图 2 相同)，试验结果见表 5。

表 5 铜中矿再磨方案闭路试验结果

Table 5 Closed-circuit test results of process of regrinding of copper middlings /%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Cu S Cu S

铜精矿 1.60 28.38 34.82 87.33 2.89

磁黄铁硫精矿 4) 16.31 0.051 36.80 1.60 31.13

硫精矿 22.69 0.11 49.06 4.79 57.73

硫尾矿 59.40 0.055 2.68 6.28 8.25

原矿 100.00 0.52 19.28 100.00 100.00

4)磁黄铁硫精矿含铁 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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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强 0.30 T

图 2 铜中矿顺序返回方案闭路试验流程

Fig.2 Closed-circuit test flowsheet of process of sequential return of copper middlings

2.3 不同工艺流程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三种工艺流程和试验指标对比表明：

1）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回)—磁选—硫浮选工艺、铜优先浮选(中矿再磨再选)—磁选—硫浮选工艺

和磁选—铜浮选—硫浮选工艺都获得了合格可销售的铜精矿和硫精矿产品，其中：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

回)—磁选—硫浮选工艺的铜回收率、硫总回收率分别比磁选—铜浮选—硫浮选工艺的高 4.16%、3.49%。磁

选—铜浮选—硫浮选工艺的铜品位比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回)—磁选—硫浮选工艺的高 1.09%。铜优先浮

选(中矿再磨再选)—磁选—硫浮选工艺的铜品位、铜回收率、硫精矿品位比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回)—

磁选—硫浮选工艺的分别高 3.57%、1.02%、3.01%，而硫总回收率略优。

2）每处理一吨原矿，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回)—磁选—硫浮选工艺的选矿药剂成本为 16.977 元/t，

铜优先浮选(中矿再磨再选)—磁选—硫浮选工艺的选矿药剂成本为 17.377 元/t，磁选—铜浮选—硫浮选

工艺的为 18.977 元/t，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回)—磁选—硫浮选工艺的药剂成本比铜优先浮选(中矿再

磨再选)—磁选—硫浮选工艺的低 0.40 元/t，比磁选—铜浮选—硫浮选工艺的低 2.00 元/t。

3）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回)—磁选—硫浮选工艺流程方案具有流程结构简单，前期投资较低，铜、

硫选矿指标较高，而选矿药剂成本较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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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铜中矿再磨方案闭路试验流程

Fig.3 Closed-circuit test flowsheet of process of regrinding of copper middlings

3 结论

1）该矿石是高含复杂磁黄铁矿的高硫硫化铜矿石。矿石中要回收的有价元素主要为铜、硫，其次为

少量伴生钨。矿石中铜矿物主要为黄铜矿，其次为微量的铜蓝等；硫矿物主要为磁黄铁矿，其次为黄铁矿。

钨矿物绝大部分为白钨矿，其次为微量的黑钨矿。此外矿石中还有少量的赤铁矿、闪锌矿以及微量的方铅

矿、辉铋矿等其它金属矿物。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正长石、白云母、透闪石、方解石、绿泥石，其次

为榍石、钙铝榴石、钙铁榴石以及微量的辉石等。

2）试验研究了磁选—铜浮选—硫浮选、铜优先浮选(中矿顺序返回)—磁选—硫浮选和铜优先浮选

(中矿再磨再选)—磁选—硫浮选三种工艺处理该铜硫矿石，均取得了较好的选别指标。根据以上三种工

艺流程的工艺、流程、药剂成本和闭路试验指标的对比分析，并根据目前现场生产条件，推荐采用铜优先

浮选(中矿顺序返回)—磁选—硫浮选工艺处理该高含复杂磁黄铁矿铜硫矿石。

3）采用铜优先浮选—磁选—硫浮选工艺，在较低碱度下采用铜选择性捕收剂组合(TL-1 + BK306)优先

选铜；利用磁黄铁矿的磁性差异，采用磁选回收大部分磁性磁黄铁矿，再以高效硫活化剂 BK546 和组合捕

收剂(丁基黄药 + AT608)强化浮选回收硫化矿物，实现了矿石中铜、硫的有效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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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燃式烧嘴新型点火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于浩淼1 孙茂林1 李文2 李立1 汤小超1 谢宇1 刘磊1

（1.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唐山 064404；2.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43）

摘要：无取向硅钢退火机组各炉段直燃式烧嘴原点火系统配备的点火烧嘴和点火指示器存在浪费燃气、噪

音大以及无法实现烧嘴自动点火等弊端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开发了直燃式烧嘴新型点火系统，并进行

了多轮烧嘴自动点火测试实验并取得成功。后续从硅钢连退机组烧结炉段直燃式烧嘴开始，对烧嘴点火系

统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实现烧嘴自动点火、自动火焰监测，且成功率达100%，大幅降低现场环境噪音，

有效降低煤气消耗，同时提高了产线的自动化控制水平，为后续其它炉段的烧嘴点火系统改造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关键词：连退机组 烧结炉 直燃式烧嘴 点火系统 开发 节能 降噪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New Ignition System

for Direct Fired Burners
YU Haomiao1 SUN Maolin1 LI Wen2 LI Li1 TANG Xiaochao1 XIE Yu1 LIU Lei1

（1.Beiing Shougang Co., LTD，Qianan 064404，Hebei, China；2. Beijing Shougang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Beijing 100043）

Abstract: The original ignition system of direct fired burners in each furnace section of the non oriented silicon steel annealing unit is

equipped with ignition burners and ignition indicators, which have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waste of gas, high noise and failure to

realize automatic ignition of burners.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a new ignition system of direct fired burners was developed,

and the automatic ignition test of multi round burners was carried out successfully. Subsequently, starting from the direct fired burner

in the sintering furnace section of silicon steel continuous annealing unit, the automatic upgrading of the burner ignition system was

carried out to realize the automatic ignition and automatic flame monitoring of the burner, with a success rate of 100%. The site

environmental noise was greatly reduced, the gas consumption was effectively reduced, and the automatic control level of the

production line was improved,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burner ignition system in other

furnace sections A solid foundation.

Key Words：continuous annealing unit DF-BS direct fired burner ignition system reform energy

conservation reduce noise

一、前言

首钢股份公司硅钢连退机组于2008年开始建设，2012年建成投产，产线共配备4座具有连续脱碳退火和

涂层干燥功能的卧式热处理炉，用于对中低牌号无取向硅钢进行脱碳退火以及对涂层后的带钢进行干燥和

烧结。投产以来，连退炉各段直燃式烧嘴均采用手动点火方式，并在炉外集管侧设置了点火指示器，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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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点火烧嘴的燃烧状况。点火指示器和点火烧嘴生产过程中一直处于燃烧状态，消耗大量的煤气，严重

浪费能源。点火指示器安装在退火炉两侧，处于现场环境中，且处于常燃状态，造成现场环境温度高，并

增加操作及巡检人员的工作强度。另外，由于点火烧嘴和点火指示器的内部结构问题，燃烧时会发出刺耳

的噪音（最高可达116db），严重影响现场操作维护人员的职业健康。

为有效改善作业环境、进一步降低硅钢连退机组消耗成本、提高产线自动化和精益化生产的水平，首

钢股份公司从硅钢连退机组烧结炉段直燃式烧嘴开始，开发一种直燃式烧嘴新型点火系统，最终取得成功，

大幅降低现场环境噪音，有效降低煤气消耗，同时提高了产线的自动化控制水平，为后续其它炉段的烧嘴

点火系统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硅钢连退机组概况

硅钢连退机组是完成硅钢晶粒回复、再结晶或脱碳、再结晶过程，保证硅钢电磁性能及其它技术指标

的机组。其工艺流程为：开卷→剪切→焊接→入口活套→碱洗→水洗→退火→管冷→循环冷却→水喷淋→

涂层→干燥→风冷→出口活套→剪切→卷取，见图1。

图1 硅钢连退机组示意图

该机组主要功能如下：

（1）清洗冷轧带钢表面污垢；

（2）消除冷轧带钢内应力；

（3）完成再结晶并使再结晶晶粒长大，最终形成完善、均匀的再结晶晶粒，获得

成品所要求的磁性；

（4）对带钢表面涂敷绝缘层，使成品获得必要的绝缘性能。

本文中所涉及点火系统改造的烧嘴均位于带钢涂层后的烧结炉段。涂层烧结的好坏直接影响涂层的质

量，每种涂层都有固定的烧结温度和时间。因此烧嘴点火系统改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成品带钢表面的

涂层质量。

三、改造前烧嘴点火系统所存在的问题

硅钢连退机组各炉段烧嘴的点火烧嘴和点火指示器虽配置简易，但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具体如下：

1、生产过程中因安全因素考虑，全部点火烧嘴和部分点火指示器处于一直点燃状态，没有直接用于加

热带钢，造成大量煤气白白消耗掉。据统计，每个点火烧嘴煤气消耗量为0.81m
3
/h，每个点火指示器煤气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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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量为0.14 m
3
/h，每个月共消耗煤气量约为16万m

3
，极大浪费能源；

2、生产过程中点火烧嘴和点火指示器会发出极其刺耳的声音，噪音最高可达116db，使现场噪音污染

大大加强，并严重影响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

3、由于全部烧嘴为手动点火，极大增加了操作人员的劳动负荷，尤其是在每次点火烘炉以及紧急故停

恢复阶段，手动点火极大地降低了劳动作业率。

四、直燃式烧嘴新型点火系统开发

1、直燃式烧嘴新型点火系统开发技术方案

本次开发的对象为 CA1-2 机组的烧结炉烧嘴点火系统。单条机组烧结炉烧嘴类型、数量及点火指示器

数量具体明细如表 1所示：

表 1 DF-BS 各类烧嘴明细（单条机组）

项目 DF-BS段

烧嘴类型 辐射杯烧嘴 侧壁烧嘴

烧嘴数量（套） 34 32

点火指示器数量（套） 4 4

在保持原烧嘴主体不动的情况下，取消原有的手动点火系统，将原有的点火混合气管路更改为单独的

点火空气和点火煤气管路，加装烧嘴控制箱、烧嘴控制器、点火变压器、点火烧嘴、主烧嘴煤气电磁阀、

空气电磁阀、点火空气电磁阀、点火煤气电磁阀、火焰监测器等设备，使系统具有自动点火、自动监测，

火焰正常燃烧时发出烧嘴运行信号，点火失败后报警等功能。

新型点火系统的自动点火与火焰监测原理如下图所示。

○1 —烧嘴控制器；○2 —点火变压器；○3 —火焰监测器；

○4 —主烧嘴煤气电磁阀；○5 —主烧嘴空气电磁阀；○6 —点火烧嘴；

2222

Administrator
ﾴￗￖﾻￎￄﾱﾾ
1

Administrator
ﾴￗￖﾻￎￄﾱﾾ
3

Administrator
ﾴￗￖﾻￎￄﾱﾾ
2

Administrator
ﾴￗￖﾻￎￄﾱﾾ
5

Administrator
ﾴￗￖﾻￎￄﾱﾾ
4

Administrator
ﾴￗￖﾻￎￄﾱﾾ
6



○7 —点火煤气电磁阀；○8 —点火空气电磁阀。

图 2 烧嘴新型点火系统示意图

当需要点火时，烧嘴控制器发出点火指令，点火变压器工作，点火电极发出高压，产生电火花，同时

点火煤气和点火空气电磁阀开启，开始给点火烧嘴点火，点火烧嘴着火后，位于点火烧嘴内部的电离式火

焰监测器监测到点火烧嘴的火焰后将点火烧嘴的着火信号输出给烧嘴控制器，此时主烧嘴煤气电磁阀和空

气电磁阀延时 2s 开启，利用点火烧嘴点燃主烧嘴，然后进入到原有的燃烧控制模式。当电离式火焰监测器

监测不到火焰信号时，输出点火失败信号给烧嘴控制器，并报警，同时主烧嘴空、煤气电磁阀和点火烧嘴

空、煤气电磁阀立即关闭。

2、改造实施前的烧嘴点火测试实验

改造实施前对烧结炉段的两类烧嘴自动点火系统进行了点火测试实验。点火测试实验经过两轮完成，

完成各类型烧嘴不同负荷状态下的点火成功率测试、火焰状态，确定了较为合适的火焰监测器。最终烧嘴

的自动点火测试实验取得成功，为后续现场的改造实施奠定了关键基础。

表 2两轮点火测试条件明细

燃气介质 焦炉煤气 备注

热值 168000KJ/m
3

燃气压力 18~20KPa 壳装测试台架

燃气流量计量 转子流量计 测量范围：2~20m
3

空气介质 环境空气

空气压力 4 KPa 壳装测试台架

空气计量 转子流量计 测量范围：8-80m
3

监测仪表 手持式压力计及烟气分析仪

1）第一轮实验

（1） 点火烧嘴启动运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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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点火烧嘴测试明细

测试数据

状态说明燃气流

量 m3/h

空气流

量 m3/h

燃气管路

压力 Pa

空气管路

压力 Pa

燃气嘴前

压力 Pa

空气嘴前

压力 Pa

0.35 3.5 18k 3.5k 700 600

点火稳定，火焰

刚性高，点火成

功率 100%

（2） DF-BS 侧壁烧嘴点火运行测试

表 4 DF-BS 侧壁烧嘴点火测试明细

测试数据

状态说明
序号

燃气流

量m3/h

空气流

量m3/h

燃气管路

压力 Pa

空气管路

压力 Pa

燃气嘴前

压力 Pa

空气嘴前

压力 Pa

a 12.5 54 18k 4k 2660 -

点火成功率 100%，

火焰刚性非常足，

但经常熄火

b 7 30 18k 4.5k 550 -

点火成功率 100%，

火焰刚性减弱，但

经常熄火

c 4 17 18k 4.5k 103 -

点火成功率 100%，

火焰缩短，上飘，

经常熄火

d 2 10 18k 4.5k - -

点火成功率 100%，

火焰进一步缩短，

上飘严重，经常熄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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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DF-BS 侧壁烧嘴点火运行测试

（3） DF-BS 辐射杯平焰烧嘴点火运行测试

表 5 DF-BS 辐射杯平焰烧嘴点火测试明细

测试数据

状态说明
序号

燃气流

量m3/h

空气流

量m3/h

燃气管路

压力 Pa

空气管路

压力 Pa

燃气嘴前

压力 Pa

空气嘴前

压力 Pa

a 7 30 18k 4k 900 -

点火成功率 100%，

火焰成型好，但经

常熄灭

b 4.3 20 18k 4k 174 -

点火成功率 100%，

火焰成临界型，但

经常熄灭

c 2.1 9.5 18k 4k 13 -

降低功率运行可

以，点火率成功率

低，火焰不稳定，

经常熄灭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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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DF-BS 辐射杯平焰烧嘴点火运行测试

（4）本轮实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火焰监测器 UV 在点火及烧嘴运行中很难监测到有效的火焰信号，在烧嘴稳定燃烧过程中，时常无火焰

信号反馈。这种现象在两类烧嘴点火测试中均有体现。由于此次 UV 放置的位置只能在烧嘴燃气管入口端，

从入口端到火焰成型的距离均在 700-780mm 的长度，同时由于焦炉煤气中 H2成分较多，燃烧生成的红外线

辐射较多，而紫外线生成量减少。两方面原因的叠加造成火焰监测的不稳定。

（5）解决方案：

a) 使用专门应对UV监测距离过长而容易造成火焰信号监测困难的透镜以解决监测距离超出使用范围的问

题（普通的 UV 使用在 400mm 监测长度以内）；

b) 准备多种型号 UV，以便在第二次测试时尽可能的覆盖全监测紫外线波长段；

c) 准备专用火焰监测电极，以备在 UV 仍无法稳定监测火焰时使用电极监测火焰。

2）第二轮实验

针对上一轮测试结果，第二轮测试项目流程如下：在使用 Krom 的 UVS 产品配置下，加装凸

透镜，以避免发生监测探头离有效火焰观测处距离过长而带来的火焰监测失效问题；使用

Honeywell 的 C7027 以替换 UVS，以避免 UVS 有效采集紫外线波长范围并不在实际火焰反馈波长

范围的问题，同时使用平光镜与凸透镜进行测试；在使用上述 UV 均无法正常监测火焰情况下，

使用监测电极进行火焰监测测试。具体实验过程及监测结果见下表

项目 方案 测试结果 结论

DF-BS 侧壁烧嘴

凸透镜+UVS/IFW

火焰信号不稳定，火

焰反馈信号时有时

无

凸透镜的加装可以排除由于

监测距离的过长造成的火焰

监测困难情况，但是经测试

并未达到完全解决火焰监测

的问题

平光镜/凸透镜

+C7027/R4545

火焰信号不稳定，无

火焰反馈信号

换装霍尼韦尔的C7027,情况

如上相同

UVS/C7027外部 火焰信号稳定 表征不通过燃气管道孔进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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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二轮点火测试实验明细

火焰测试 火焰监测的可行性

监测电极加装 火焰信号稳定 表征使用监测电极通过燃气

管道孔进行火焰监测的可行

性

DF-BS 辐射杯烧

嘴

凸透镜+UVS/IFW

火焰信号不稳定，无

火焰反馈信号时长

长

凸透镜的加装可以排除由于

监测距离的过长造成的火焰

监测困难情况，但是经测试

并未达到完全解决火焰监测

的问题

平光镜/凸透镜

+C7027/R4545

火焰信号不稳定，无

火焰反馈信号

换装霍尼韦尔的C7027,情况

如上相同

UVS/C7027外部

火焰测试

火焰信号稳定 表征不通过燃气管道孔进行

火焰监测的可行性

监测电极加装 火焰信号稳定 表征使用监测电极通过燃气

管道孔进行火焰监测的可行

性

图 5 第二轮点火测试

结论：

a) 在燃气管端加装UV紫外火焰监测设备，经过不同方案测试均不能有效进行火焰监测；

b) 在燃气管端加装监测电极进行火焰监测，火焰监测正常，信号反馈稳定，烧嘴自动点火测试实验取得

成功。

3、烧嘴点火系统改造实施情况

在烧嘴自动点火测试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开始对现场 CA1-2 机组烧结炉段的烧嘴点火系统实施改造。

1）燃烧系统改造情况

DF-BS 段点火烧嘴助燃风机：利旧。DF-BS 段点火烧嘴的改造：将旧点火烧嘴拆下来，在原点火烧嘴

孔的位置装上新的点火烧嘴。点火烧嘴内有点火与火焰监测一体式电极，后端接点火煤气和点火空气管路。

DF-BS 段电离式火焰监测器（主烧嘴火焰监测电极）的安装：在原烧嘴的观火孔位置上安装电离式火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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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于监测主烧嘴是否有火焰存在。DF-BS 段主烧嘴的空、煤气电磁阀的安装：在原来的主烧嘴管路上安

装煤气电磁阀和空气电磁阀，用于故障情况下切断主烧嘴的空气和煤气管路。DF-BS 段点火烧嘴的空、煤气

管道及空、煤气电磁阀的改造与安装：取消原来的点火混合气管路，改为单独的点火空气管路和点火煤气

管路，管路上分别安装空气电磁阀、煤气电磁阀和手动球阀。

2）控制系统改造情况

（1）本地控制系统

在原有生产线烧嘴附近安装烧嘴控制箱、烧嘴控制器、点火变压器、点火烧嘴、空气电磁阀、煤气电

磁阀、火焰监测器等设备，使系统具有自动点火、自动监测，火焰正常燃烧时发出烧嘴运行信号，点火失

败后报警并切断管路等功能。

图 6 各个烧嘴可实现本地控制

（2）远程控制系统

改造后自动化远程控制系统采用 Siemens S7-400 系列 PLC 构建，上位机软件采用 WinCC V6.0 以上版

本。拟采用 PLC 和上位计算机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以下功能：远程实现单个点火和单元点火控制、烧嘴报

警显示、上位报警复位操作、烧嘴状态监控、烧嘴成组点火控制、事件记录等。

图 7 实现远程控制的 DF-BS 烧嘴操作画面

五、改造完成后取得的效果

本项目共完成 132 个烧嘴的点火系统改造（包括 64 个侧壁烧嘴和 68 个辐射杯烧嘴），取消点火指示器

16 个。改造实施后达到了以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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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造前每个点火烧嘴消耗煤气 0.81 m
3
/h，改造后每个点火烧嘴消耗煤气 0.2 m

3
/h。每个点火指示器消

耗煤气 0.14 m
3
/h，每条机组烧结炉每个月约节省煤气 29790 m

3
。按照 0.55 元/m

3
计算，每年两条生产线可

以降低煤气消耗成本 39.32 万元。改造后每年的增量成本主要为用电成本，新增自动化模块、台式机和显

示器以及本地点火控制系统的用电量，合计不大于 10kW。设备运行正常年成本为:（10×7000×0.5）×2=7

万元。因此，CA1-2 机组烧结炉点火系统改造项目所取得的效益为:39.32-7=32.32 万元/年。

2、改造完成后，烧嘴实现了远程与本地自动点火操作，烧嘴点火成功率达 100%，大大降低了操作人员劳动

强度，节省了人力成本。

3、改造前最高噪音 116db，改造后噪音≤80db，大大降低了现场噪音，减少对现场人员听力的损伤。

4、改造完成后，取消了常燃状态的点火指示器，极大程度地降低了现场环境温度，同时也减小了操作以及

巡检人员的工作强度。

六、结束语

首钢股份公司连退机组烧结炉烧嘴改造工程自开发、建成、调试、投入运营后，能够实现自动点火功

能，设备运行稳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达到了设计要求。改造完成后，不仅节约了能源，而且大大降低

了现场噪音和现场环境温度，提高了产线自动化控制水平。该项目实施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对其它产线、

炉段烧嘴点火系统的改造，并且在今后同行业、同类产线中也给出了很高的借鉴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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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炼铁技术进步与展望

张福明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41）

摘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产业结构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优化，首钢进行了整体搬迁。按照现代钢铁制造

流程“三个功能”的工程理念，在河北唐山地区相继建成了迁钢和京唐两个现代化钢铁基地。本文介绍了首钢

炼铁系统技术装备及生产技术体系，对近年来首钢炼铁技术进步进行了总结。重点阐述了烧结料面喷吹蒸汽技

术、复合球团生产技术、高炉长寿铜冷却壁技术、大型高炉高比率球团冶炼技术、冶金烟气综合治理等技术的

研究和应用情况。基于低碳绿色发展理念，对首钢炼铁技术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关键词：炼铁；高炉；球团；烧结；高炉长寿；环境保护

Progress and Expectation of Ironmaking Technology in Shougang

Zhang Fu-ming
(Shougang Group Co., Ltd., Beijng, 100041)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Shougang has been relocated for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roduct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engineering concept of the modern iorn and steel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ree functions”, two modern steel bases of Qiangang and Jingtang are successively constructed

in the region of Tangshan, Hebei province. In this paper, the technical equipments and manufacturing system are

introduced, the progress of the ironmaking technology of Shougang in recent years is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are expatiated and reviewed, such as the sintering bed surface steam spraying technology, the composite

pellet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e long service life copper cooling stave, high-proportion pellet burden operating

technology of large blast furnace,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metallurgical waste flue gas, etc.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Shougang ironmaking technology base on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and greenization is discussed

and prospected.

Keywords: ironmaking; blast furnace; sintering; pelletizing; long campaign lif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功举办 2008年北京奥运会，落实北京城市总体发

展规划，改善北京环境质量，首钢北京地区钢铁生产设施相继停产、实施搬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

装备升级优化，在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和曹妃甸地区，相继建成并投产了 2个现代化大型钢铁厂。特别是首

钢京唐钢铁厂的设计建设，基于新一代可循环低碳绿色制造理念，构建了新一代可循环钢铁制造工艺流程，

以实现新一代钢铁厂“三大功能”为目标，即实现先进钢铁产品制造、高效能源转换以及废弃物的消纳-处

理和资源化再利用。京唐钢铁厂是我国沿海靠港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千万吨级现代化大型钢铁厂。首钢

迁钢、京唐钢铁厂的高炉技术装备见表 1 [1]。

表 1 首钢迁钢、京唐钢铁厂高炉主要技术装备

项 目 迁钢 京唐

高炉炉号 1 2 3 1 2
有效容积，m3 2650 2650 4000 5500 5500
炉缸直径，m 11.5 11.5 13.5 15.5 15.5

设计日产量，(t/d) 6000 6000 9200 12650 1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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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体结构 薄壁内衬+全冷却壁 薄壁内衬+全冷却壁
薄壁内衬+全

冷却壁

薄壁内衬+全冷却

壁

薄壁内衬+全冷却

壁

炉体冷却系统

软水密闭循环冷却+
开路工业水冷却

（炉缸炉底区域）

软水密闭循环冷却+
开路工业水冷却

（炉缸炉底区域）

软水密闭循环

冷却

除盐水密闭循环

冷却

除盐水密闭循环

冷却

无料钟炉顶型式 SG-3 SG-3 SG-4 SG-4 SG-4

高炉煤气除尘系统
洗涤塔+文氏管湿法

除尘
布袋干法除尘 布袋干法除尘 布袋干法除尘 布袋干法除尘

喷煤系统 串罐+总管+分配器 串罐+总管+分配器
并罐+总管+分

配器

并罐+浓相喷吹+
总管+分配器

并罐+浓相喷吹+
总管+分配器

热风炉结构 内燃式 内燃式 内燃式 顶燃式 顶燃式

热风炉座数 3 3 4 4 4

预热工艺
板式换热器+助燃空

气预热炉

热管换热器+助燃空

气预热炉

板式换热器+
助燃空气预热

炉

热管换热器+助燃

空气预热炉

热管换热器+助燃

空气预热炉

热风炉燃料 全高炉煤气 全高炉煤气 全高炉煤气 全高炉煤气 全高炉煤气

设计风温，℃ 1250 1250 1250-1300 1300 1300
投产时间，年-月 2004-10 2007-1 2010-1 2009-5 2010-6

2 主要技术进步与创新

2.1 多功能复合球团的开发与应用

随着进口铁矿用量的增长，铁矿石中 Al2O3含量不断增加，造成炉渣粘度增加、流动性恶化。研究

表明，加入 MgO能够有效改善高 Al2O3炉渣的冶金性能，因而需要在烧结矿中配加白云石等含镁熔剂

改善炉渣冶金性能。但烧结过程中加入过量含镁熔剂以后，造成了烧结矿转鼓强度和粒度下降等问题，

为高炉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2]。因此，研究 MgO的加入量及其合理配加方式，提高炉渣综合冶金性能，

成为优化高炉渣系的重要课题 [3]。

长期以来，京唐球团生产一直使用秘鲁磁铁矿粉，由于铁矿粉中 SiO2偏低，且 Na2O和 K2O碱金

属含量较高，如果不配加高 SiO2铁矿粉，球团矿还原膨胀率异常偏高，无法满足特大型高炉生产要求。

为有效抑制球团矿还原膨胀率，球团生产线投产初期，采用配加高 SiO2铁矿粉措施，将球团矿中 SiO2

含量控制在 3.5%以上，因而降低了球团矿的品位和炉料的综合质量。另外，随着高炉强化冶炼，铁矿

资源的劣化和钾、钠、锌等有害元素的不断增加，高炉配加含钛炉料进行护炉已成为延长高炉寿命的重

要技术措施，从而研究开发了在球团矿中添加 TiO2的工艺及其方法。

京唐在含镁熔剂和含钛资源的选择、热工制度的优化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4]，系统研究了

国内外多种含钛矿粉的 TiO2含量及其成球性能，理论与试验研究相结合，在实验室实验和工业试验基

础上，在大型带式焙烧机上实现了低硅-含钛-含镁多功能复合球团矿的生产 [5]。

2014年 4月，京唐开始生产含钛球团矿，球团矿平均 TiO2含量由 0.09%提高到 0.7%；2015年，球

团矿 TiO2含量进一步提高到 1.1%，MgO含量保持 1.7%，SiO2含量由 2.9%降低到 2.8%，球团矿还原膨

胀率等冶金性能保持良好。表 2给出了京唐复合球团矿的技术指标；表 3是京唐配加复合球团后的炉料

结构；图 1显示了京唐高炉采用复合球团矿前后高炉燃料比和渣量的变化。

表 2 京唐球团矿技术指标

项 目
主要成分，%

抗压强度，N/P 还原膨胀率，% 还原度，%
TFe SiO2 MgO TiO2

普通球团 65.87 3.5 0.51 0.06 2976 18.8 66.5
低硅含镁含钛球团 65.12 2.8 1.72 1.20 2687 19.1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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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京唐高炉配加含钛含镁球前后的炉料结构/%

炉料结构
炉渣中（MgO）含量 铁水中[Ti]含量

烧结矿 普通球团 含镁含钛球 块矿 钛矿

63 26 - 9.5 1.5 7.87 0.052
65 - 29 6.0 - 7.92 0.093

图 1 配加复合球团前后高炉燃料比和渣量的变化

2.2 烧结料面喷吹蒸汽技术

烧结料面喷吹蒸汽技术是实现烧结过程污染物减排的一项重要过程治理技术。通过喷吹蒸汽可以改

善烧结过程的供氧机制，提高烧结料层燃料燃烧效率和燃尽程度，减少燃烧反应过程对氧的依赖，降低

废气中 CO含量[6]。由于碳素燃烧生成 CO2和 CO的放热量不同，从而有助于降低烧结固体燃料消耗，

同时破坏二噁英生成条件，减少烧结过程 CO、NOx等污染物生成和排放。

2014年以来，首钢开展了烧结料面喷吹蒸汽与降低固体燃料消耗、污染物排放、提高烧结矿质量

的机理研究，建立了烧结料面喷吹蒸汽的理论模型。研发了烧结料面喷吹蒸汽工艺和生产制度，在京唐

550m2烧结机上成功应用，同时还对喷吹蒸汽条件下，大型烧结机提质增效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实

现了烧结过程二噁英和 CO的协同减排 [7]。

2015年 5月，在京唐 1号 550m2烧结机上进行了喷洒蒸汽工业试验。试验期间，烧结负压降低了

约 0.5kPa，主抽风机的废气温度提高了 5~7℃，喷洒蒸汽前后烧结矿的成分基本稳定。喷洒蒸汽后，烧

结矿转鼓指数略有提高，返矿率降低了约 0.3%，烧结固体燃耗降低了 1.64kg/t，烧结矿的粒度有所改善，

其 5~10mm比例降低了 0.8%。

实践表明，烧结过程料面喷洒蒸汽有助于改善烧结矿质量和降低固体燃耗。总体来看，烧结料面喷

洒蒸汽后，烧结速度和料层透气性得到改善，在降低固体燃耗的同时，烧结矿质量有所改善。烧结烟气

中二噁英和 CO含量显著降低，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如表 4所示）。

表 4 烧结料面喷洒蒸汽前后烧结烟气中二噁英和 CO 的变化

项 目 喷洒前 喷洒后 减排率，%
CO，g/m3 5~23 3~18 25

二噁英，teg-ng/m3 0.033~0.35 0.013~0.037 50
2.3 高比例球团矿冶炼技术

同烧结矿相比，球团矿具有品位高、成本低、工序能耗低、污染物排放少等综合优势，因此提高炉

料中球团比率有利于改善高炉操作、优化技术指标、降低环境污染。首钢结合自有资源条件，充分利用

自产秘鲁球团矿粉资源，开展了 5500m3特大型高炉高比例球团矿冶炼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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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在京唐 1号高炉进行大比率球团矿冶炼工业实验，球团矿比率从开始的 33%，按照

41%、46%、51%三个阶段逐步提高球团矿比率，探索了超大型高炉使用 50%大比率球团矿冶炼的可行

性和适应性。工业性试验前高炉生产稳定，矿石批重为 172t，焦炭负荷为 5.57，焦炭批重为 30.9t（干

基），焦丁为 2.1t，高炉风量达到 8400m3/min以上，铁水温度为 1500℃，风温为 1250℃，喷煤量为

105~110t/h。试验期间球团矿中 MgO含量控制在 1.6%（之前为 1.73%），TiO2含量控制在 1.15%（之

前为 1.27%）。表 5为京唐 1号高炉高比率球团冶炼工业试验效果。

表 5 京唐 1号高炉高比率球团冶炼工业试验效果

日 期 日产量，t/d 焦比，kg/t 煤比，kg/t 小块焦比，kg/t 燃料比，kg/t 一级品率，%
19-21日平均 12935 283 191 19 493 79
22-24日平均 12875 287 193 19 499 79

比较 -59 4 2 0 6 0
京唐 1号高炉高比率球团工业试验期间，高炉透气性指数变化稳定，风量与压差关系平稳，全风、炉

温水平较好，主要技术指标基本稳定，未出现大幅度炉况波动。试验期间平均风量为 8419m3/min，与试验

前的风量（前 3天平均值）8435m3/min基本持平。炉顶煤气温度、压力稳定；炉体冷却水温差下降 1℃。

实践证实，高比率球团冶炼试验取得初步成功，为京唐高炉全面实施高比率球团矿冶炼探索了经验，奠定

了实践基础。

2019年 4月，京唐 3号高炉（5500m3）建成投产，形成了 3座 5500m3高炉同时生产的工艺流程和生

产格局。为了实现 50%以上高比率球团矿冶炼的目标，开发并生产了碱度为 1.2以上的碱性球团（如表 6

所示）[8]，以适应特大型高炉生产的需要。未来京唐 3座特大型高炉炉料中球团矿平均比率将达到 50%以

上，将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高炉效能，有效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

表 6 普通球团和碱性球团的技术指标

项 目
化学成分，% 抗压强度，

N/P
碱度，

CaO/SiO2 还原度，%
TFe FeO SiO2 Al2O3 CaO MgO

普通球 65.15 0.48 3.29 0.78 0.57 0.73 2650 0.17 73.2
碱性球团矿 64.48 0.40 2.02 0.51 2.50 0.80 2828 1.24 83.1

2.4 长寿铜冷却壁的研发应用 [9]

迁钢 1号高炉（2650m3）于 2004年 10月建成投产，在炉腹、炉腰和炉身下部共采用 3段铜冷却壁

（第 6~8段），每段铜冷却壁为 45块，每块冷却壁均设 4条冷却通道，冷却水管直径为 DN60。水管

的保护套管采用不锈钢管，铜冷却壁的冷却通道为复合扁孔型。冷却通道由冷却壁本体一端钻孔，并采

用铜质堵头封堵焊接。铜冷却壁热面设置燕尾槽，槽面宽 52mm，槽底宽 66mm，槽深 40mm，槽间中

心间距为 100～114mm。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为了增强铜冷却壁粘渣能力，开展了提高渣皮稳定性研究。形成了通过高炉

上部-下部综合调节稳定煤气流分布，通过控制有害元素含量、精确调控特殊炉况时期的冷却制度等措

施，避免了炉墙的局部粘结或渣皮大面积脱落，为高炉铜冷却壁使用维护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

高炉生产过程中，通过铜冷却壁壁体温度可以判断冷却壁热面渣皮附着情况。铜冷却壁壁体热电偶

温度相对于铸铁冷却壁壁体热电偶温度更能定性反映软熔带根部大致位置，反映渣铁保护层厚度变化和

渣铁保护层脱落情况。炉身下部、炉腰、炉腹区域的操作炉型管理，主要是监测该区域冷却壁壁体热电

偶，重点关注温度沿圆周方向的均匀性及稳定性，从而判断炉身下部、炉腰、炉腹区域的高炉操作炉型

合理性及稳定性。迁钢 1号高炉铜冷却壁温度变化如图 2所示。

3333



图 2 迁钢 1号高炉铜冷却壁的温度变化

迁钢结合高炉长期的生产实践，研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系统化、标准化的高炉铜冷却壁使用和

维护技术，做到了铜冷却壁的合理冷却维护，实现了炉内煤气流的精确控制，有效限制了入炉有害元素

负荷，维护了合理操作炉型，最终达到了高炉铜冷却壁高效长寿，避免了铜冷却壁大量损坏而造成对高

炉生产的影响和长时间停炉中修，最大限度的发挥了铜冷却壁的技术优势。

目前，迁钢 1号高炉已连续运行 14年 8月，2号高炉已连续运行 12年 5月，3号高炉已连续运行 9

年 5月，均未发生铜冷却壁损坏现象，预计迁钢 3座高炉铜冷却壁使用寿命有望达到一代炉龄。

2.5 冶金烟气综合治理

钢铁工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资源、能源可持续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制约。近 10 年来，随着中国

政府环保标准的不断提高，钢铁行业烟气深度净化与污染减排日益严苛。由于烧结、球团工艺过程中，

烟气排放量大、SO2浓度含量高且成分波动大，对烟气净化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河北唐山地区紧邻

京津，钢铁产能聚集，冶金烟气排放总量巨大，大气治理形势严峻。首钢迁钢、京唐均处于河北唐山地

区，烧结、球团、焦化的烟气必须经过深度处理达标排放 [10]。

冶金烟气的综合治理，首先应当考虑源头消减，有效抑制烟气中 SO2、NOx、二噁英的生成，加强

工艺过程优化，降低污染物的形成和聚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烟气末端深度净化处理，采用先进的脱硫、

脱硝、除尘工艺技术和装备，首先要降低烟气排放总量，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浓度。首钢烧

结、球团烟气脱硫脱硝工艺配置及运行情况见表 7。

表 7 首钢烧结、球团烟气脱硫-脱硝工艺配置及运行情况

项 目 脱硫-脱硝工艺装置 投产时间
目前污染物排放情况，mg/m3
粉尘 SO2 NOx

京唐 1号烧结机（550m2） 半干法+SCR 2019年 1月 1.2 10~20 10~30
京唐 2号烧结机（550m2） 半干法+SCR 2019年 1月 1.3 10~20 10~30

京唐 1号球团（带式焙烧机 504m2） 活性焦 2016年 10月 14~23 25~95 170~200
迁钢烧结一车间（4×99m2） 活性焦 2019年 1月 15 50 160
迁钢烧结二车间（360m2） 密相干塔法+SCR 2018年 11月 2 10~30 20

迁钢 1号球团（链篦机-回转窑 150万 t/a） 密相干塔法+SCR 2018年 10月 1.5 10~30 20
迁钢 2号球团（链篦机-回转窑 200万 t/a） 活性焦 2018年 12月 3 1 30

3 技术发展展望

面向未来，以高炉为中心的炼铁系统协同优化和动态有序、协同连续、精准高效运行，是首钢炼铁技

术的发展重点。必须加强特大型高炉以稳定顺行为基础的工程运行理念，建立系统性、全局性的工程思维

模式，不片面追求所谓的“低成本”和个别技术指标的“领先”，摈弃不讲客观、不论条件的盲目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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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钢铁冶金制造流程的基本规律，科学认识高炉冶炼过程的动态运行规律，不断总结提升，加强知识管

理，做好卓越炼铁工程师的培养，造就基础扎实、经验丰富、视野开阔的领军人才，形成具有企业特色的

现代化大型高炉炼铁生产、管理的工程思维和工程理念。未来一个时期，首钢炼铁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应

当是：

1）进一步加强精料技术研究，探索并构建以球团矿为主的新型炉料结构，降低整个炼铁流程的碳素

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2）继续推进高风温、富氧喷煤等关键技术的再创新，进一步降低高炉燃料消耗，减少 CO2排放；

3）加强特大型高炉操作规律的研究，建立动态有序、协同连续、精准高效的现代高炉运行理念，以

高炉生产长期稳定顺行为基础，不断改善、优化、提升特大型高炉的操控水平；

4）进一步加强高炉运行过程的炉体维护，采取有效技术措施延长高炉寿命；

4）构建料场、烧结、球团、焦化、高炉炼铁系统一体化集成智能管控平台，着重解决不同工序的界

面技术优化，实现全流程的智能化动态管控；

5）发挥既有资源优势，开展低碳绿色炼铁新技术的探索研究。依托首钢自有超低硅铁矿资源，开展

超低渣量和燃料比炉料制备和冶炼技术研究。研究生产超低硅球团矿、超低硅烧结矿，使高炉渣量降低到

200kg/t以下，燃料比降低到 460kg/t以下，进而可实现 CO2排放减少 20%以上。

4 结语

1）进入新世纪以来，首钢通过搬迁结构调整、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在装备大型化、现代化取得了长

足进步，基于新一代可循环钢铁制造流程运行取得初步成效。

2）在特大型高炉稳定运行、复合球团生产、烧结料面喷洒蒸汽、铜冷却壁应用与维护、冶金烟气深

度净化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3）面向未来，首钢应进一步树立建立以特大型高炉稳定顺行为核心的动态运行工程理念，加强精料、

高风温、富氧喷煤、高炉长寿和全流程智能化研究，依托既有资源优势，开发新型炉料结构，开展低碳绿

色炼铁技术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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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在多相脱磷转炉渣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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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碱度、TFe 含量对炉渣物相以及磷在不同物相中分布的影响，对 3 种不同成分脱磷转炉渣的微观

结构进行形貌和成分分析对比。当炉渣中 FeO 含量较高、碱度中等时，炉渣在冶炼过程高温状态下处于液

态，在取样空冷条件下析出 FeO 含量高的枝状晶体结构和 CaO-SiO2-(FeO)基体相，基体相中 P2O5质量分数约

为 6.5%左右。当炉渣 FeO 含量较低、碱度较低时，炉渣在冶炼过程高温状态下处于液态，在取样空冷条件

下析出相和炉渣总成分相差不大。当炉渣的碱度中等、TFe 含量控制合适情况下，炉渣在冶炼过程高温状态

下处于固液共存区域，形成液相和 2CaO·SiO2-3CaO·P2O5固溶体，固溶体中 P2O5质量分数为 30%～40%。当

炉渣处于 C2S 和液相渣的共存区域时，2CaO·SiO2-3CaO·P2O5固溶体的析出使得炉渣液相中 P2O5活度降低，

使得铁水中磷向液相渣中传递，脱磷反应程度更高，脱磷效果较好。

关键词：脱磷转炉渣；富磷相；多相渣；磷分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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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sphorous distribution in dephosphorization s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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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rphology and composition of three different dephosphorization converter slags were

compared and the effect of basicity and T.Fe on the phosphorous distribution in slag different

phases was discussed. For the slag with a high FeO content and low basicity, the slag existed

as a liquid state in the oxygen blowing process,then the high FeO structure of which the P2O5 mass

percent was about 6.5% and the CaO-SiO2-(FeO) phase were formed under the air cooling condition.

For the slag with a medium FeO content and low basicity, the slag existed as a liquid state during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the precipitation phases were not much different under the sampling air

cooling condition. When the basicity of the slag is moderate and the TFe content is suitable,

the slag is in a solid-liquid coexisting zone at the high temperature, 2CaO·SiO2-3CaO·P2O5 solid

solution was formed and the masspercentof P2O5 in the solid solution was as high as 30%～40%.

In the process of dephosphorization, the proportion of 2CaO·SiO2 in the dephosphorization slag

should be increased, and 2CaO·SiO2-3CaO·P2O5 was formed to reduce the activity of P2O5 in the liquid

phase slag, which made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phosphorization efficiency.

Key words: dephosphorization slag; phosphorous condensed phase; multi phase flux; phosphorou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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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SiO2-FexO 渣系是铁水脱磷过程最常用的渣系，国内学者关于炉渣脱磷已经进行大量的研究，但较

多的分析集中在均相液态炉渣对脱磷的影响或者将炉渣当做均相液态炉渣处理，对固相 CaO、2CaO·SiO2

在脱磷中的作用报导较少。由 CaO-SiO2-P2O5相图可知，铁水预处理温度下硅酸二钙（C2S）和磷酸三钙（C3P）

可以很宽的成分范围内可以形成固溶体。很多学者研究发现炼钢渣中存在 C2S C3P 固溶体，并且磷在 C2S C3P

固溶体中的含量远高于在液相中的含量，磷由液相向 C2S 固溶体中富集
[1-13]

。日本钢铁协会（ISIJ）在

2005-2009 年专门针对“多相渣精炼新工艺在炼钢过程中的创新型发展”成立研究小组，在 2008 年又成立

“多相渣脱磷的过程模拟”研究小组，由此可见日本炼钢领域对脱磷过程中多相炉渣应用的重视程度
[2]
。

Inoue R 等
[3-4]

研究含磷钢液和 C2S 饱和的 CaO-SiO2-FeOx-P2O5炉渣之间的界面反应，并将多相渣和传统液相

渣进行对比，多相渣的脱磷效果优于传统炉渣，同时研究多相渣中固相的合适比例。Hamano T等
[5]
和Fukagai

S 等
[6]
研究石灰在 FeOx-CaO-SiO2-P2O5炉渣中的溶解行为，由于 Fe

2+
和 Ca

2+
离子的浓度梯度使得石灰不断溶

解，而在溶解过程中形成富磷相 C2S C3P。Yang X 等
[7-8]

研究 C2S 固体和 CaO–SiO2–FeOx–P2O5炉渣之间的界

面反应，发现低碱度、高温会使得富磷相 C2S C3P 回溶，而 C2S 饱和的炉渣会抑制这种回溶现象。文献[9-12]

解释了多相渣的形成机理，液相渣和固相渣 P2O5活度相同，但是由于液相渣 P2O5活度系数高于固相炉渣，

因此液相渣中 P2O5含量远低于固相渣，并详细分析了影响 P2O5活度系数的因素，另外建立脱磷反应耦合模

型，包括液相渣/铁水、C2S/液相渣、石灰溶解模块。

脱磷过程中，磷从铁水中被氧化进入炉渣中的液相，C2S 可以和 C3P 结合形成 C2S C3P 固溶体来降低液

相炉渣中 P2O5的活度，使得铁水/液相炉渣间脱磷反应进行程度更高，若在脱磷过程合适阶段控制炉渣成分

使炉渣生成 C2S 富磷相可以提高脱磷效率，这对降低钢水磷含量和减少炉渣量均是非常有效的途径。本文

主要研究不同成分的脱磷炉炉渣在电镜下的物相，分析磷在脱磷转炉渣中的存在形式和特点。

1 工艺条件

首钢京唐采用的“全三脱”工艺是洁净钢生产的新流程，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工艺路线为“KR 机

械搅拌法→转炉双联(脱磷转炉+脱碳转炉)→精炼(LF/RH/CAS)→板坯连铸”。

图 1 京唐“全三脱”工艺洁净钢生产流程

Fig.1 Process for clean steel production in Shougang Jing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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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炼钢流程不同，洁净钢新流程将脱磷和脱碳分别在两个转炉内进行。脱磷转炉内低温（1300～

1400℃）冶炼为脱磷反应提供优越的热力学条件，顶吹使用脱磷专用氧枪弱供氧，大强度底吹（0.25 m
3
/

（t·min））对熔池产生的强烈搅拌促进渣钢反应，使得半钢获得较低的磷含量，进而在脱碳炉实现少渣

冶炼效果。选取比较典型的脱磷炉炉渣进行成分和微观形貌进行分析，成分见表 1。1 号渣碱度为 1.5,2

号渣碱度为 1.23，3 号渣碱度为 1.69。

表 1 典型脱磷炉炉渣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dephosphorization slag %

炉渣 CaO SiO2 FeO P2O5 MnO Al2O3 MgO

1 号 28.5 19.0 38.2 3.5 6.7 1.6 2.5

2 号 36.0 29.2 15.7 4.2 7.7 1.6 5.5

3 号 37.2 22.1 20.4 6.1 9.1 2.4 2.7

2 脱磷渣微观形貌及成分分析

1 号炉渣的微观形貌及主要元素的面扫描分布如图 2 所示，炉渣由两种物相构成，一种为亮白色枝晶

状结构，铁元素富集程度较高，另外一种为灰色基体，主要为钙元素、硅元素。炉渣微观形貌和示意图如

图 3 所示，对各物相进行能谱打点确定成分，打点位置如图 3（b）所示，对应化学成分见表 2。图谱 1、

图谱 2 为亮白色枝晶状结构，FeO 质量分数较高达 87%左右，含有少量 MnO、MgO，不含 P2O5。图谱 3、图谱

4 为灰色基体，FeO 质量分数较低为 16%左右，P2O5质量分数约为 6.5%。高 FeO 相中基本不含 CaO、SiO2、

P2O5，低 FeO 相中 CaO、SiO2含量较高，CaO/SiO2的摩尔比约为 1.3。

图 2 1 号炉渣电镜面扫描图像

Fig.2. SEM image and elements mapping of No.1 s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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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微观形貌；（b）物相分布。

图 3 1 号炉渣的微观形貌和物相分布示意图

（a）Micro structure；（b）Phase distribution.

Fig.3 SEM image of No.1 slag and schematic diagram

表 2 图 3(b)打点处 EDS 检测的化学成分

Table 2 Results of EDS analysis for positions shown in Fig.3 (b)

谱图

质量分数/% CaO/SiO2

摩尔比

摩尔分数/%

FeO CaO SiO2 P2O5 MnO MgO Al2O3 FeO CaO SiO2 P2O5 MnO MgO Al2O3

1 87.2 1.0 0.0 0.0 7.7 4.1 0.0 --- 82.2 1.2 0.0 0.0 7.4 9.3 0.0

2 86.9 1.1 0.0 0.0 7.3 4.2 0.5 --- 81.9 1.3 0.0 0.0 7.0 9.5 0.3

3 16.4 37.6 30.2 6.5 4.0 3.0 2.2 1.3 14.0 41.3 31.0 2.8 3.5 6.1 1.3

4 15.9 37.1 30.6 6.7 4.2 3.2 2.4 1.3 13.5 40.6 31.3 2.9 3.6 6.5 1.4

2 号炉渣在电镜 2000 倍视场下微观形貌如图 4 所示，炉渣由两种物相构成，但是两种物相从形貌及

颜色来看区别较小。物相中能谱打点位置如图 4（b）所示，对应成分见表 3。所有物相中 FeO 质量分数较

为 14%～16%左右，CaO/SiO2的摩尔比相近，均在 1.0 左右。点 1、点 2 为颜色偏深，P2O5质量分数偏高为

6%～8%之间，MgO 含量较低，Al2O3含量较高；点 3、点 4 为颜色偏浅，P2O5质量分数偏高为 4%～5%，MgO 含

量较高，Al2O3含量较低。

（a）微观形貌；（b）物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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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 号炉渣的微观形貌和物相分布示意图

（a）Micro structure；（b）Phase distribution.

Fig.4. SEM image of No.2 slag and schematic diagram

表 3 图 4(b)打点处 EDS 检测的化学成分

Table 3 Results of EDS analysis for the positions shown in Fig.4 (b)

谱图

质量分数/% CaO/SiO2

摩尔比

摩尔分数/%

FeO CaO SiO2 P2O5 MnO MgO Al2O3 FeO CaO SiO2 P2O5 MnO MgO Al2O3

1 14.5 33.5 34.3 6.7 5.1 3.4 2.6 1.0 12.4 36.7 35.1 2.9 4.4 6.9 1.5

2 14.5 33.0 33.5 8.0 5.0 3.0 3.0 1.1 12.5 36.7 34.7 3.5 4.4 6.3 1.8

3 15.7 31.6 33.8 4.6 7.0 6.7 0.5 1.0 12.8 33.1 33.0 1.9 5.7 13.1 0.3

4 15.9 31.9 33.9 4.0 6.9 6.7 0.7 1.0 12.9 33.3 33.0 1.7 5.7 13.0 0.4

3 号炉渣的微观形貌及主要元素的面扫描分布如图 5 所示，炉渣由三种物相构成：第一种为亮白色枝

晶状结构，铁元素富集程度较高；第二种为灰色基体；第三种为深灰色呈多边形或板条状形式存在，磷含

量富集程度非常高，同时还富集一定程度的钙元素。炉渣微观形貌和示意图如图 6所示，各物相能谱打点

位置如图 6（b）所示，对应化学成分见表 4。图谱 1 和 2 分别为亮白色物相和灰色物相，二者 CaO/SiO2

的摩尔比相近，均在 1.2 左右，白色物相 FeO 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图谱 3和图 4 为深灰色物相，FeO 含

量很低，相中 P2O5质量分数分别高达 38.6%和 33.2%，转化为摩尔分数后符合 C2S·C3P 固溶体的成分配比。

图 5 3 号炉渣在电镜下的微观形貌

Fig.5. SEM images of No.3 s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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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微观形貌；（b）物相分布。

图 6 3 号炉渣的微观形貌和物相分布示意图

（a）Micro structure；（b）Phase distribution.

Fig.6. SEM image of No.3 slag and schematic diagram

表 4 图 6(b)打点处 EDS 检测的化学成分

Table 4 Results of EDS analysis for positions shown in Fig.6 (b)

谱图

质量分数/% CaO/SiO2

摩尔比

摩尔分数/%

FeO CaO SiO2 P2O5 MnO MgO Al2O3 FeO CaO SiO2 P2O5 MnO MgO Al2O3

1 36.5 23.8 20.7 3.6 9.4 3.5 2.4 1.2 32.8 27.5 22.3 1.6 8.6 5.7 1.5

2 13.3 38.4 28.8 7.1 6.7 3.0 2.7 1.3 11.6 42.9 30.1 3.1 5.9 4.7 1.6

3 1.4 54.3 5.1 38.6 0.6 0.0 0.0 10.7 1.5 71.6 6.3 20.1 0.6 0.0 0.0

4 3.7 53.2 8.4 33.2 1.6 0.0 0.0 6.4 3.7 68.0 10.0 16.7 1.6 0.0 0.0

3 讨论分析

将 1号炉渣平均化学成分及各相化学成分投影到 1350℃下 CaO-SiO2-FeO-P2O5相图中，如图 7所示，该

相图由两个三元相图 CaO-SiO2-FeO 和 CaO-SiO2-P2O5合并而成，Bulk Slag 为炉渣总成分，点 1～4 为表 2

各相对应成分。由图 7 可知，炉渣总成分处于液相线边缘，炉渣中还含有 MnO、MgO、Al2O3等其他成分，因

此可以推断该炉渣在冶炼温度 1350℃下是纯液相炉渣。炉渣中白色相 FeO-(MnO-MgO)如点 1、2 所示，由

于 FeO 含量很高，该相不含 P2O5，由于该相大部分呈枝晶状存在，推断该相熔点较高，在冷却过程中先析

出。灰色基体相成分如点 3、4 所示，该相是白色高 FeO 相析出后的剩余物质，P2O5质量分数为 6%～7%。1

号炉渣在冶炼高温下为完全熔化的液相，在冷却过程中先析出高 FeO 物相呈枝状结构存在，剩余为残留液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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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 号炉渣各物相在 1350℃下 CaO-SiO2-FeO-P2O5相图中的投影

Fig.7. Phase compositions plotted in CaO-SiO2-FetO-P2O5.phase diagram of No.1 slag

同样处理方法，将 2号炉渣平均化学成分及各相化学成分投影到 1350℃下 CaO-SiO2-FeO-P2O5相图中，

如图 8 所示，Bulk Slag 为炉渣总成分，点 1～4为表 3 各相对应成分。由化学成分及电镜图片可知，点 1、

2 为同一相颜色较深，点 3、4 为另外一种相，颜色偏浅，两种相 CaO、SiO2、FeO 含量基本相同，颜色较

深相的 P2O5、Al2O3含量偏高，MgO 含量偏低。从相图中可知，炉渣总成分处于液相线的边缘，炉渣中还含

有 MnO、MgO、Al2O3等其他成分，推断该炉渣在冶炼温度 1350℃下是纯液相炉渣。点 1、2、3、4 成分接近，

点 3、4 在炉渣凝固过程中先析出。

图 8 2 号炉渣各物相在 1350℃下 CaO-SiO2-FeO-P2O5相图中的投影

Fig.8. Phase compositions of slag No.1#、2# plotted in CaO-SiO2-FetO-P2O5.phase diagram of 2#

s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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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炉渣平均化学成分及各相化学成分投影到 1350℃下 CaO-SiO2-FeO-P2O5相图中，如图 9 所示，Bulk

Slag 为炉渣总成分，点 1～4 为表 4 各相对应成分。炉渣总成分位于 C2S 和液相的固液共存区内，点 1 白

色相 FeO-(CaO-SiO2)和点 2 灰色基体相均处于液相线的边缘，在高温下为液态，P2O5质量分数分别为 3.6%

和 7.1%。点 3、4 为深灰色物相，相中 P2O5质量分数分别为 38.6%和 33.2%，落点均在 C2S 和 C3P 的连接线

上，为 C2S·C3P 固溶体结构，点 3、4 中 C3P 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87.5%和 78.7%，若将其转化为摩尔配比，

点 3为(C2S) 和 (C3P)3.2，点 4 为(C2S)和(C3P)1.7。由文献 C2S 和 C3P 二元相图可知，C2S 和 C3P 在很大范围内

均能形成固溶体，熔点在 1800℃以上。因此，3 号炉渣深灰色相为 C2S.C3P 为固溶体相，在冶炼温度下生

成析出后稳定存在。浅灰色的基体和白色的高 FeO 物相在高温下为均一液相，取样后随着温度冷却逐渐析

出。

图 9 3 号炉渣各物相在 1350℃下 CaO-SiO2-FeO-P2O5相图中的投影

Fig.9. Phase compositions plotted in CaO-SiO2-FetO-P2O5.phase diagram of No.3 slag

综上分析，1 号炉渣碱度适中，FeO 含量很高，炉渣在高温下熔点较低，呈均一液相存在，在冷却过

程中逐渐析出枝晶状亮白色物相，P2O5质量分数约为 5%～10%，剩余浅灰色基体，不含 P2O5。2 号炉渣碱度

较低，FeO 含量较低，炉渣在高温下熔点较低，呈均一液相存在，在冷却过程析出两种相和液相炉渣成分

差别较小。3 号炉渣的碱度较高，FeO 控制合适，炉渣在冶炼温度下处于 C2S 和液相的两相共存区，高温下

形成 C3P 相和 C2S 结合生成 C2S C3P 固溶体，液相渣中 P2O5活度降低，使得铁水中磷向和液相渣中传递，脱

磷反应继续进行，脱磷效果继续增加。从 3 个炉渣 P2O5含量以及脱磷效果来看，3 号炉渣的 P2O5含量及脱

磷效果明显优于 1号炉渣和 2 号炉渣。

为了计算富磷相 C2S C3P 固溶体在脱磷过程发挥的作用，根据磷元素平衡可得到式（1）～式（6）。

slag、S-slag、L-slag 分别代表总炉渣、炉渣中的固相、炉渣中的液相。

传统的渣钢磷分配比见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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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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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

液相渣和金属的磷分配比见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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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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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炉渣中固相和液相的磷的分配比见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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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

炉渣中固相和液相的质量比见式（4）。

/S slag L slagA W W  （4）

/ / /(1 ) / (1 )slag metal L slag metal S slag L slag
P P PL L L A A      （5）

/
/[% ] / [% ] 1 (1 ) / (1 )

1000

L slag metal
S slag L slagP

i f slag P
LP P W L A A


       （6）

式中：Wslag, WS-slag, WL-slag分别为总炉渣、炉渣中的固相、炉渣中的液相的质量；w（[P]i）、w（[P]f）分别

是铁水脱磷前、脱磷后的磷质量分数。请按照上述格式解释式（1）～式（6）中第一次出现的符号的物理

意义。

当初始磷质量分数为 0.12%，在不同固相 C2S 比例条件下，脱磷炉半钢磷质量分数与脱磷渣量的关系

如图 10 所示。图 10 中磷分配比参数参考上文 3 号炉渣得出，固液相中磷的分配比
/S slag L slag

PL
 

为 8 左右，

液相渣和金属间磷的分配比
/L slag metal

PL


为 100。由图 10 可知，半钢磷含量随着渣量的增加而降低，提高炉

渣量有利于脱磷。当炉渣为纯液相渣时，磷质量分数从 0.12%脱至 0.02%需要炉渣为 50 kg/t，而随着 C2S

比例增加至 10%时，磷质量分数脱至 0.02%时总渣量仅需 29kg/t；当 C2S 相比例分别为 20%时，磷质量分数

脱至 0.02%总渣量仅需 20kg/t。在实际工业生产过程中，固磷相 C2S 的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C2S 含量高导

致流动性较差，从而影响脱磷反应的动力学，因此多相渣中固磷相 C2S 的最佳比例需要结合炉渣黏度来考

虑其动力学条件，在试验中进一步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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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脱磷炉半钢磷质量分数与脱磷渣量及固相 C2S 比例的关系

Fig.10. Masspercentofphosphorous plotted against mass of slag with different C2S percentages

4 结论

（1）炉渣碱度适中，FeO 含量很高时，炉渣熔点较低，在冶炼温度下呈均一液相存在，在冷却过程中

逐渐析出亮白色枝晶状结构，不含 P2O5，剩余浅灰色基体中 P2O5质量分数约为 5%～10%。

（2）炉渣碱度较低，FeO 含量较低时，炉渣熔点较低，在冶炼温度下呈均一液相存在，在冷却过程析

出两种相和液相炉渣成分差别很小。

（3）炉渣的碱度较高，FeO 控制合适时，炉渣在冶炼温度下处于 C2S 和液相的两相共存区，高温下形

成 C3P 相和 C2S 结合生成 C2S C3P 固溶体，固溶体中 P2O5质量分数高达 30%～40%，脱磷效果较好。

（4）在铁水脱磷过程中，提高脱磷渣中固磷相 C2S 的比例可形成 C2S C3P 从而降低液相渣 P2O5的活度，

使得脱磷反应进行程度更高。提高炉渣中 C2S 比例可使脱磷效率增加从而降低炉渣量。固磷相 C2S 的比例

并不是越高越好，C2S 含量越高导致流动性较差，从而影响脱磷反应的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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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板坯绿色化生产高品质模具钢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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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高合金钢连铸板坯的基础研究和裂纹产生的机理研究，为连铸板坯绿色化生产高品质模具钢提供理论支撑。采

用热膨胀曲线和 CCT 曲线以及高温原位共聚焦显微镜进行高温下原位观察的方法，表明在 310℃左右时开始了马氏体组织转

变；通过连铸板坯高温力学性能分析，确定高合金钢 738H 的裂纹敏感区间在 700～875℃范围；采用 EMPA 方法对高合金钢的

偏析影响和裂纹进行分析，C、S、Cr、Mo偏析严重，通过优化连铸工艺的冷却制度和轻压下工艺以及相应的连铸工艺进行生

产此类钢种，同时增加缓冷措施，成功的生产出高品质的模具钢，形成了绿色的生产流程。

关键词：绿色化生产流程；模具钢；连铸板坯；高合金含量；机理研究

1 前言

目前大多数生产锻件都采用“模铸+锻造”生产工艺进行生产，尤其是高合金钢模铸+锻造生产工艺[1-3]。

高品质塑料模具钢，此类钢种碳含量高、合金含量多，裂纹敏感性高[4-6]，生产难度大，附加值也高，成为

目前钢铁企业竞争的焦点领域。电炉炼钢+精炼（LF+VD）工艺+模铸是高合金钢的传统生产流程。采用钢

锭为原材料生产模具钢，不能对钢锭进行锻前的取样分析，原材料的控制依赖锻后的检验进行。由于缺少

原材料入厂内部质量检验环节，导致传统锻造厂锻材超声波探伤不合格率居高不下，约为5~10%[7,8]。受市

场环境影响和降成本压力，连铸板坯越来越多的进入锻造市场，尤其是厚板坯用量逐年升高。连铸厚板坯

代替模铸钢锭，用户可以节省材料费用，提高成材率。连铸坯可以检测夹杂物和低倍情况，对锻件生产进

行提前预知。因此创新的采用连铸板坯生产高品质模具钢锻件，降低成本的同时，形成绿色生产流程。但

由于高品质高合金钢的碳含量较高，同时合金含量也较高，使得在铸坯偏析控制和裂纹控制方面成为最大

难点[9-12]。

目前在高合金钢的实际冶炼中，对于高碳高合金钢中造成易裂的高合金含量机理和高合金含量引发的

偏析的机理没有明确的经验和研究，同时如何在连铸中控制脆性区温度和相应的冷却成为难点。因此本文

从连铸板坯生产高品质模具钢锻件的工艺路线出发，分析在 C含量大于 0.3%，高合金钢含量（大于 5%）

的条件下，高合金钢产生裂纹的机理和基础实验的研究，用于指导转炉+连铸板坯生产高合金含量好品质的

模具钢。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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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点及相变过程分析目的是测得其膨胀量和温度的关系曲线，确定两种成分的Ar1、Ar3、Ms和Mf

相变点，在低冷速静态条件下分析裂纹敏感性，温度为0~1000℃。而静态CCT曲线方案是在高于低冷速，

不同冷速条件下分析相变过程和组织转变，进而获得高合金钢的裂纹敏感性。试验时将试样以5℃/s加热至

1000℃，保温时间3min；冷却速率0.1℃/s、0.5℃/s、1.0℃/s、5.0℃/s、10.0℃/s、15.0℃/s、20.0℃/s、30.0℃/s；

冷却终止温度100℃。

高合金钢坯738H高温力学性能研究，采用热模拟试验机，Gleeble2000，在真空下温度控制曲线升温。

到达1350℃后保持5min，然后以3℃/s的速率降温。温度下降到预定的试验温度，保持2min后在该温度下对

试样进行拉伸，拉伸应变速率定为1×10-3/s，试样拉断后立即对拉断部位用大量冰水冷却以保持测试温度

下试样的组织形貌。试样冷却后测量拉断部位截面积计算出其面缩率，并从计算机控制系统中拷取时间和

载荷等数据进行分析。高温力学性能研究取样方案如下图。

高温共聚焦原位观察研究是以高温共聚焦显微镜为依托，观察铸坯冷却过程中的组织变化，验证热膨

胀曲线和CCT曲线的结果。试样加热到1200℃，保温5min，然后按照冷却速率8.0℃/s、12℃/s、15℃/s进行

冷却，其中12℃/s为实际生产中的冷却速度。每个试样做3次。凝固特性曲线是采用热模拟试验机，Gleeble2000，

研究从低温段到高温段全温度的力学性能研究，温度为300℃~1700℃。

试验通过显微硬度仪进行显微硬度的研究，每个试样做3次取平均值，同时在偏析和非偏析出以及过渡

区域进行显微硬度的研究。对于偏析裂纹的研究，由于原位偏析只能大范围的显示整体的偏析控制，但是

裂纹往往由于小部分的偏析导致的，因此采用EMPA和SEM对试样进行微观偏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对裂纹

的产生原因进行机理分析。

3 结果及讨论

连铸板坯生产高品质模具钢工艺路线为：铁水预处理→转炉→LF精炼→RH真空处理→Ca处理→软吹→

板坯连铸。出钢采用铝脱氧，在LF精炼完成深脱硫，RH精炼完成脱气处理和去除夹杂物，并采用钙处理对

夹杂物进行形态控制。高合金钢尤其是碳含量在大于0.3%以上的高合金钢冶炼中，由于合金和碳的影响使

得高合金钢容易产生偏析行为，进而在应力的作用下产生裂纹，因此要对裂纹产生的机理进行研究，并进

行相应的控制。

3.1 相变点及相变过程分析

采用热膨胀曲线和 CCT曲线的方法对采用连铸板坯生产高合金钢进行相变过程分析，研究高合金钢的

相变过程和裂纹敏感性分析。其中热膨胀曲线为静态下低冷速的条件下进行，冷速小于 0.1℃/s，而 CCT 曲

线是冷速大于 0.1℃/s的组织相变过程，同时加入了与实际生产相对应的冷速条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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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38H 的热膨胀曲线

Fig.1 The thermal expansion curve of high-alloy mould steel slab

图 2 738H 高合金钢的 CCT 曲线
Fig.2 The CCT curves of high-alloy mould steel slab at different cooling rates

从高合金钢738H的CCT曲线可以看出：高合金钢738H在冷却速度小于0.5℃/s时，主要为贝氏体和马氏

体；高合金钢738H在冷却速度大于0.5℃/s时，主要以马氏体为主，且该区域较大，马氏体的开始点为

310-330℃左右，结束点为175-190℃。从图2可以看出高合金钢738H成分的马氏体转变的区间较宽，临界冷

速在0.1℃/s到0.5℃/s的范围内。而在此冷速条件下属于极弱冷却，而实际生产中的连铸条件冷速为10~15℃/s。

在此冷却条件下，形成的组织一定为马氏体，因此更可以证明淬透性大大提高，随之而来的是裂纹敏感性

要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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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738H 高合金钢的高温原位观察
Fig. 3 The high temperature in situ observation of mould steel slab

采用高温原位共聚焦显微镜进行高温下原位观察，研究表明：在实际生产中的连铸冷速条件下，确实

在310℃左右时开始了马氏体组织转变。

3.2 连铸坯高温力学性能研究

连铸坯表面和内部裂纹的形成与高温下铸坯的力学性能密切相关。此外，铸坯高温延塑性能还是制定

二冷温度模式的基础。为了防止铸坯表面和内部裂纹，制定合理的二冷工艺，有必要对连铸坯的高温力学

性能进行研究。以高合金钢738H为例，属于较高碳含量的高合金钢，目前对此类较高碳含量的高合金钢高

温延塑性已有的研究很少。

图 4 高合金钢 738H 钢铸坯试样抗拉强度随变形温度的变化
Fig.4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high-alloy mould steel slab

5151



图 5 高合金钢钢铸坯试样 RA 值
Fig.5 The contraction of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high-alloy mould steel slab

图4为高合金钢738H抗拉强度指标在700~1350℃的变化曲线，从图可以看出，高合金钢738H整体上抗

拉强度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在1000~1350℃时抗拉强度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其变化趋势比较平缓。当温度

低于1000℃时，抗拉强度显著增加。

图5为高合金钢738H钢铸坯试样试样在不同变形温度下的断面收缩率RA。1350℃时RA为57.6%，1200℃

时RA增加到86%左右。在1250～925℃之间试样具有非常好的延性，RA值大多高于70%，最高达89%。在温

度降低到1050℃后，试样的面缩率随温度下降而降低，在825～875℃之间时，RA降低到27～41%之间，达

到了低点。当温度低于825℃后，随温度的降低，RA都在40%以下。高合金钢738H钢钢铸坯试样出现的脆

性温度域可以看出，以RA低于40％作为脆性判断依据，根据试验结果，高合金钢738H钢连铸坯的第Ⅲ脆性

域为700～875℃的温度区间。即高合金钢738H的裂纹敏感区间在700～875℃范围内，此时钢的高温塑性最

低。同时我们可以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较高碳含量的前提下，高合金钢连铸板坯没有出现第二脆性区，这

和一般低合金高强度钢有着明显的区别。

3.3 高合金钢偏析影响与裂纹分析

严重的偏析组织，而这些偏析组织会成为硬相组织会在锻造过程中由于力的作用而产生裂纹，导致锻

件探伤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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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高合金钢 738H 偏析和正常组织的硬度对比
Fig.6 The hardness of segregation and regular structure in high-alloy mould steel after forging

从图6各组织硬度值可以看出，正常组织属于软相组织，而偏析组织属于硬相组织，硬度值有很大的差

异。正常组织硬度在170~180HV之间，而偏析造成的硬相组织的硬度值为370~380HV之间，两者之间的巨

大差异造成了锻造过程中的裂纹产生。

原位偏析只能大范围的显示整体的偏析控制，但是裂纹往往由于小部分的偏析导致的，因此需要采用

电子探针的方法对试样进行微观偏析分析，同时对裂纹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因此利用电子探针EPMA定性

和定量的分析了裂纹处合金元素的分布。

图 7 738H 高合金钢裂纹各元素微观偏析云图
Fig.7 EPMA mapping of elemental segregation of cracking in high-alloy mould steel

图 8 738H 高合金钢裂纹处各元素 EPMA 微观偏析
Fig.8 EPMA line scan of cracking in high-alloy mould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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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38H 高合金钢裂纹处各元素 EPMA 微观偏析结果
Table 2. EPM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elements of cracking in high-alloy mould steel

元素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C 1.80 0.28 0.51

P 0.08 0.00 0.03

S 1.73 0.01 0.06

Cr 8.14 1.26 1.90

Mo 0.61 0.12 0.31

由结果可知，在裂纹两侧，存在明显的C、Cr、Mn元素的富集，从高合金738H裂纹处各元素微观偏析

量化分析可以看出，C的偏析比较严重，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8%和0.28%，S的偏析也比较严重，最大值

和最小值分别为1.73%和0.01%。合金元素中Cr的偏析比较严重，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8.14%和1.26%，而

Mo的偏析相对比较小一些，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1%和0.12%。此含量均远超738H的基体成分，也是形

成硬相的热力学条件。

3.4 凝固特性研究

较高碳含量的高合金钢有较高的裂纹敏感性，同时偏析对连铸板坯生产锻件带来了一大阻碍，因此在

对连铸板坯生产时对连铸工艺进行优化，优化前需要研究高合金钢的凝固特性曲线，根据凝固特性曲线进

行相应的连铸板坯工艺优化。

低合金高强度钢代表钢种船板钢D36和管线钢X65与钢合金钢738H进行对研究，将板坯连铸工艺在成熟

的低合金高强度钢的前提下进行优化。从凝固特性曲线可以看出，在液相点、固相点以下，高合金钢的凝

固收缩小于低合金高强度钢，在连铸过程中初生坯壳的润滑性及结晶器合理支撑需要改进，尤其是结晶器

铜板锥度需要优化；低合金高强度钢液固相温度区间约45-65℃，高合金钢液固相温度区间≥80℃，高合金

钢液固相点温度低。此时在连铸过程中，凝固点初生坯壳强度低，保护渣熔化问题需要优化，轻压下工艺

也需要优化，防止偏析带来的不利影响；高合金钢高温热传导是普碳钢的2/3-1/5，高温第三脆性区高温段比

低合金高强钢高约50℃。导致凝固坯壳温度梯度大，柱状晶发达，在连铸过程中，同时在轻压下条件下，

容易发生内应力开裂。此时在连铸过程中的略却制度需要优化，同时要保证铸坯内的热应力平衡，减少冷-

热应力导致的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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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低合金高强度钢与高合金钢连铸板坯凝固特性曲线
Fig.9 The solidification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high-strength steel with low alloy content and high-alloy mould steel slab

针对较高碳含量的高合金钢有较高的裂纹敏感性，同时偏析对连铸板坯生产锻件带来了一大阻碍，因

此采用优化连铸工艺的冷却制度和轻压下工艺以及相应的连铸工艺进行生产此类钢种，同时增加缓冷措施，

保证没有裂纹产生，成分和性能满足要求，锻造过程中探伤合格，可以生产出高品质的模具钢，形成了绿

色的生产流程。

4 结论

1）对采用连铸板坯生产高合金钢进行相变过程分析表明，在实际生产中的连铸冷速条件下，形成的组

织为马氏体，淬透性大，裂纹敏感性明显提高，并在310℃左右时确实开始了马氏体组织转变。

2）通过连铸板坯高温力学性能分析，高合金钢738H整体上抗拉强度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低于

1000℃时，抗拉强度显著增加。以RA低于40％作为脆性判断依据，高合金钢738H钢连铸坯的第Ⅲ脆性域为

700～875℃的温度区间，高合金钢连铸板坯没有出现第二脆性区，这和一般低合金高强度钢有着明显的区

别。

3）通过高合金钢的偏析影响和裂纹分析，在裂纹两侧，存在明显的C、Cr、S等元素的富集，含量均远

超738H的基体成分，是形成硬相组织的热力学条件。

4）由于高合金钢的高的裂纹敏感性和连铸过程中容易发生偏析。采用优化连铸工艺的冷却制度和轻压

下工艺以及相应的连铸工艺进行生产此类钢种，同时增加缓冷措施，成功的生产出高品质的模具钢，形成

了绿色的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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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iP 相在高强 IF 钢热轧过程析出行为的研究

王 畅 1,3 王 林 1,3 于 洋
1,3 高小丽 1,3 吴 耐 2 陈 瑾 2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1（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

（绿色可循环钢铁流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3

摘 要 利用电阻炉、Gleeble 型热模拟试验机和透射电镜分析了高强 IF 钢中 FeTiP 相在热轧过程的析出

行为。结果表明，高强 IF 钢连铸坯中心位置存在少量的 FeTiP 相析出物，但经过加热和长时间保温，析

出物可完全回溶；在热轧过程中，轧制温度范围内的应变诱导析出物主要为 TiS 相、Ti4C2S2 相和 TiC 相，

难以捕捉到明显的 FeTiP 相存在；FeTiP 相的析出主要发生于带钢卷取过程，层冷冷速对 FeTiP 相和磷元

素的晶界析出有重要影响，当层冷冷速为在 10℃/s 时，晶界处易发现棒状和蠕虫状的 FeTiP 相析出物，

同时析出物中的磷含量明显升高。因此，可以采取扩大带钢终轧和卷取的温度差以及提高层冷冷速等方法

来控制热轧晶界 FeTiP 相析出物，以利于改变高强 IF 钢的韧脆转变温度以及提高其深冲性能。

关键词 含磷高强 IF 钢 ; FeTiP ; 应变诱导析出; 层冷冷速 ; 析出物

The Precipitation Behavior of FeTiP during Hot Rolling
WANG Chang1,3 YU Yang1,3 WANG Lin1,3 GAO Xiaoli1,3 WU Nai2 CHEN Jin2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Shougang Group Co.,Ltd.)1

(Beijing Shougang Co.,Ltd.)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Recyclable Process for Iron & Steel Production Technology)3

Abstract In this paper, furnace, Gleeble simulator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precipitation

behavior of FeTiP during hot rol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mall amount of FeTiP in the central of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which can be completely dissolved after long-term heat preservation in the furnace. The precipitates types of strain induced in the hot

rolling temperature range are mainly TiS, Ti4C2S2 and TiC, and it is difficult to capture FeTiP. FeTiP mainly lies in the coiling process,

the cooling speed has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FeTiP formation and P element boundary segregation, cooling speed control under the

condition of 10 ℃ / s, grain boundary is easy to find FeTiP which like stick or wormlike , P cont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controlling FeTiP grain boundary precipitation in hot rolling which include

that enlarge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final rolling and coiling; improve the cooling speed. This method can improve the

ductile-brittle transition temperature and stamping performance of the steel.

王 畅:硕士，高级工程师,邮箱地址 ustb032103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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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IF high strength steel; FeTiP; strain induced precipitation; cooling speed; precipitation

高强 IF钢的成分设计主要是通过添加钛元素或铌元素，以固定钢中碳和氮间隙原子，从而保证钢板的

成形性。同时，适当增加置换型固溶原子的含量，如磷、锰或硅等，通过固溶强化来保证钢板强度[1-2]。高

强 IF 钢中加入磷元素的目的是通过磷原子置换铁原子，利用原子半径的差异引起晶格畸变，以阻碍钢板变

形时的位错运动，达到固溶强化的效果，从而提高高强 IF 钢的强度。但是，由于磷元素的加入会导致钢板

热轧和退火过程中有 FeTiP 相析出，并随着磷含量的增加 FeTiP 相析出的倾向增大，析出量增多。如果固

溶强化元素磷以化合态析出，则不但减少了起固溶强化作用的磷原子，还会使得高强 IF 钢的屈服强度和抗

拉强度下降，并且会阻碍连退过程中钢板的再结晶，不利于钢板获得高 r（应变强化指数）和优异的深冲性

能[3-4]。有研究表明，只需要极少的磷元素或钛元素就能造成 FeTiP 相的弥散析出和钢的时效硬化。同时，

由于磷的晶界偏析特性，磷含量的增加会提高钢的韧脆转变温度，并恶化钢的韧性[5-6]。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磷含量较高的高强 IF 钢时，发现少数热轧产品晶界处出现密集的 FeTiP 相析

出物，FeTiP 相析出物的存在易造成钢板冷轧过程脆断现象的产生，而且严重影响成品性能。本文通过对热

轧全流程工艺进行模拟，以探讨高强 IF钢中的 FeTiP 相析出物在热轧过程中的析出行为和控制措施。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高强 IF 钢系列 250P1 钢为试验材料，250P1 钢的化学成分见表 1。

表 1 250P1 钢的化学成分 %

成分 C Si Mn P Nb Ti

含量 0.003 0.7 0.55 0.09 0.035 0.05

1.2 试验方法

1）分别在 250P1 钢连铸坯的表面和中心位置取样，利用电阻炉模拟加热炉，以分析加热过程对 FeTiP

相析出行为的影响。

2）利用 Gleeble 型热模拟试验机模拟热轧过程 FeTiP 相应变诱导析出行为。取连铸坯中心位置样品，

以 10℃/s 的速度加热至 1 250℃，高温奥氏体化 3 min后以 10℃/s 的冷速冷却至变形温度，以保证第二

相粒子全部回溶，变形温度分别设为 950，1 000，1 100℃，在不同的变形温度下保温 5 s 后，以 1/s 的

应变速率进行 40% 的压缩变形，最后淬火至室温，分析析出物状态。

3）利用 Gleeble 型热模拟试验机模拟层冷冷速对 FeTiP 相析出行为的影响。取连铸坯中心位置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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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 ℃/s 的速度升温至 1 200 ℃，保温 5 min后以 2 ℃/s 的冷速冷却至 1 100 ℃，进行 40％ 的压缩

变形（模拟粗轧）；以 5 ℃/s 的冷速冷却至 950 ℃ 左右，进行 30％ 的压缩变形（模拟终轧），然后进行

10，30，50 ℃/s 不同层冷冷速的模拟，卷取后模拟生产现场炉冷保温，冷却速度近似为 0.05 ℃/s。

4）采用萃取复型方法将热模拟后的样品制备成碳复型样品，利用 Polaron E6500 型高真空喷碳仪和

JEM-2100F 型带能谱分析仪的场发射透射电镜观察并分析样品中析出物的种类、分布和成分。

2 试验结果

2.1 加热过程对 FeTiP 相析出物的影响

高强 IF 钢连铸坯表面样品的析出物中未发现明显的 FeTiP 相存在，中心位置样品的析出物中存在

FeTiP 相，该析出物中磷含量为 17.17%，是基体磷含量的 200 倍左右。铁、钛、磷的原子比约为 1：1：

1。连铸坯中心位置样品中 FeTiP 相析出物的形貌和能谱分析结果见图 1。

（a） （b）

（a）形貌；（b）能谱分析结果

图 1 连铸坯中心位置样品中 FeTiP 相析出物的形貌和能谱图分析结果

由图 1 可见，连铸坯中心位置的 FeTiP 相析出物为片层状，尺寸约为 200 nm，析出物镶嵌在晶界中，

且与晶界方向一致。连铸坯中心位置存在 FeTiP 相析出物的原因与磷元素在连铸过程中发生中心偏析有关。

曾有人提出，在连铸过程中磷元素形成中心偏析的主要原因是钢液凝固过程中的选分结晶，杂质元素不断

向连铸坯中心位置的残余液相聚集。除此以外，当连铸过程中发生钢液传热不均、轧辊对中不好或轧辊变

形等现象时，很容易造成连铸坯出现鼓肚和搭桥等现象，进一步导致晶间富集的溶质元素向连铸坯中心位

置的残余液相聚集，最终形成中心偏析[7-8]。在距离连铸坯中心线 10～110 mm 范围内，磷元素分布较为均

匀；而在距离连铸坯中心线 10 mm 范围内，磷元素存在中心偏析现象，偏析度达到 1.06～1.08。磷元素的

中心偏析造成连铸坯中心位置的磷含量较高，加上连铸坯中心位置钢液冷却速度较慢，磷元素扩散充分，

故在连铸坯中心位置捕捉到了 FeTiP 相析出物出现。

将连铸坯加热至 1 250 ℃，然后保温 30 min，FeTiP 相析出物已完全回溶。由此可见，加热过程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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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连铸过程中形成的 FeTiP 相析出物对热轧工序的影响，但连铸过程形成的磷元素中心偏析现象对热轧

过程中 FeTiP 相析出有一定遗传作用。

2.2 热轧过程对 FeTiP 相析出物的影响

在热轧过程中不同变形温度下 FeTiP 相析出物的应变诱导析出情况见图 2。

(a) (b)

(c)

（a）1 100 ℃；（b）1 000 ℃；（c）950 ℃

图 2 在热轧过程中不同变形温度下 FeTiP 相析出物的应变诱导析出情况

由图 2 可见，当变形温度为 1 100 ℃ 时，钢板内部已经有圆形和椭圆形的的 TiS 相析出物，尺寸为

10～20 nm；随着变形温度的降低析出物数量逐渐增加，析出物尺寸集中在 10～20 nm，析出物类型主要是

TiS相和 Ti4C2S2 相；当变形温度降低到 950 ℃ 时，10 nm 以下细小的 TiC 相析出物明显增多。有研究

表明，高强 IF 钢的析出物主要有 TiN 相、TiS 相、Ti4C2S2 相、TiC 相和 FeTiP 相，其中 TiN 相和 TiS 相

主要形成于钢液冶炼和凝固过程中，而 Ti4C2S2 相、TiS 相和 TiC 相主要形成于带钢热轧和卷取过程中。

高温时 TiS 相作为主要的硫化物析出，而在低温时，由于 Ti4C2S2 相的稳定性强于 TiS 相，因此低温时

Ti4C2S2 相的析出物占主导地位。普遍认为，FeTiP 相析出物主要形成于带钢高温卷取和退火过程[9]。结合

本次模拟试验发现，在应变诱导析出的温度范围内高强 IF 钢在热轧过程中未见明显的 FeTiP 相析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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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层冷冷速对 FeTiP 相析出物的影响

高强 IF 钢的成品性能受钢板的微观组织和析出物形态的影响很大，细小均匀的微观组织和粗大的析出

物形态均影响成品性能中的断后伸长率和 r，热轧工艺一般采用低温加热、低温终轧和高温卷取工艺，其中

卷取温度对 Ti(CN) 类析出物的影响较大，随着卷取温度的升高，Ti(CN)类析出物的尺寸增大，进而形成大

尺寸析出物，有利于成品的 r 和深冲性能。由于高强 IF 钢高温卷取工艺较为固定，对成品性能影响较大，

故本试验分析在不调整卷取温度的前提下，研究层冷冷速对 FeTiP 相析出物的影响。

2.3.1 对 FeTiP 相析出物位置的影响

不同层冷冷速对 FeTiP 相析出物位置的影响见图 3。

（a） （b）

(c)

（a）50 ℃/s；（b）30 ℃/s；（c）10 ℃/s

图 3 不同层冷冷速对 FeTiP 相析出物位置的影响

由图 3 可见，当层冷冷速为 50℃/s 时，析出物弥散分布在晶体内部，形状规则的多边形析出物为 TiN

相析出物，圆形和椭圆形的析出物为 TiS 相和 TiC 相析出物；当层冷冷速为 30℃/s 时，析出物依然弥散

在晶体内部，析出物类型主要为 TiS 相和 TiC 相；当层冷冷速为 10℃/s 时，析出物出现明显的晶界聚集

趋势，晶界附近的析出物中存在 FeTiP 粒子，晶体内部的析出物经能谱分析为 TiS相和 TiC相析出物。

FeTiP 相析出物的形貌和能谱分析结果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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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形貌；（b）能谱分析结果

图 4 FeTiP 相析出物的形貌和能谱分析结果

由图 4 可见，当层冷冷速为 10 ℃/s 时，晶界处 FeTiP 相析出物呈棒状和蠕虫状等形貌，偏聚在晶

界处，由于 FeTiP 相优先析出，减少了钛与碳结合形成 TiC 的几率，TiC 相析出物整体减少。同时，由于

磷元素的晶界偏析特点，晶界处的磷含量明显高于晶体内部，导致析出的 FeTiP 相析出物脆化晶界，易于

造成热轧带钢冷脆。

2.3.2 对 FeTiP 相析出物尺寸的影响

不同层冷冷速下 FeTiP 相析出物的尺寸见图 5 。

(a) (b)

(c)

（a）50 ℃/s；（b）30 ℃/s；（c）10 ℃/s

图 5 不同层冷冷速下 FeTiP 相析出物的尺寸

由图 5 可见，当层冷冷速为 50 ℃/s 时，FeTiP 相析出物的尺寸为 10～25 nm,平均尺寸为 17 nm；当

层冷冷速降至 30 ℃/s 时，FeTiP 相析出物的尺寸为 10～30 nm，平均尺寸为 22 nm；当层冷冷速降至

10 ℃/s 时，FeTiP 相析出物的尺寸明显增大，为 20～50 nm，平均尺寸为 32 nm。由此可见，随着层冷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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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降低，FeTiP 相析出物的尺寸逐渐增大。

2.3.3 对 FeTiP 相析出物数量的影响

对不同层冷冷速下 FeTiP 相析出物的数量进行统计，每层冷冷速统计 15 个视场，不同的层冷冷速下

FeTiP 相析出物数量见图 6。

(a) (b)

(c)

（a）50 ℃/s；（b）30 ℃/s；（c）10 ℃/s

图 6 不同层冷冷速下 FeTiP 相析出物数量

由图 6 可见，当层冷冷速为 50 ℃/s 时， FeTiP 相析出物的平均数量为 9 个；当层冷冷速为 30 ℃

/s 时， FeTiP 相析出物的平均数量为 15 个；当层冷冷速为 10 ℃/s 时，FeTiP 相析出物的平均数量为 25

个，由此可见，随着层冷冷速的降低，析出物的数量逐渐增加。

2.3.4 对 FeTiP 相析出物中磷含量的影响

随着层冷冷速的升高，FeTiP 相析出物中平均磷含量的变化逐渐减小。当层冷冷速为 10℃/s 时，FeTiP

相析出物中的平均磷含量最高，达到了 60%；当层冷冷速为 30℃/s 时，FeTiP 相析出物中的平均磷含量

在 3% 左右，并趋于平衡；当层冷冷速达到 50 ℃/s时，析出物中的平均磷含量在 1.5% 左右。由此可见，

层冷冷速越小，磷元素越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扩散，FeTiP 相析出物中的磷含量越高，反之，则 FeTiP 相析

出物中的磷含量越低。

3 分析与讨论

磷元素的晶界偏析可分为平衡偏析和非平衡偏析 2类。其中，平衡偏析是一种热力学平衡现象，当溶

质原子与晶界之间有相互作用时，在晶界处就会产生溶质的富集(或贫化)现象；非平衡偏析则是因外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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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温度、应力和辐射等)变化而产生过饱和的点缺陷(如空位、空隙和裂缝等)和杂质的复合体[10]。Aust 和

West-brook等人提出的空位-溶质相互作用的复合体模型，在高温时，晶内存在一定数量的空位和空位-溶质

复合体，当试样从高温迅速冷却至较低温度时，晶内的许多空位成为过饱和空位，这些过饱和空位将在淬

火和随后的保温过程中消失，由于晶界是良好的空位阱，空位将在晶界处消灭[11]。在此过程中，空位-溶质

复合体将随着空位流流向晶界处，由于空位-溶质复合体在晶界及其附近解体，空位消失，过量溶质将留在

晶界及其附近，形成非平衡偏聚，FeTiP 相析出就是由于带钢在热轧和卷取过程中磷元素的非平衡偏聚造成

的。前人理论计算和试验结果都表明，因为非平衡偏析而形成的晶界附近的溶质贫化区宽度与层冷冷速的

-1/2 次方成正比，即非平衡偏析随层冷冷速的提高而减少[12]。本文研究发现，层冷冷速对 FeTiP 相及磷元

素的晶界析出有重要影响，当层冷冷速为 10℃/s 时，晶界处易发现棒状或蠕虫状的 FeTiP 相析出物，且

析出物中的磷含量可高达 60%，在不调整卷取温度的情况下，控制层冷冷速是控制 FeTiP 相析出行为的关

键。为了抑制钢板冷脆现象的产生以及优化产品性能，调整带钢的热轧工艺，扩大终轧和卷取的温度差，

采用前段密集冷却的层流冷却模式，保证带钢的层冷冷速为 30～50 ℃/s。热轧工艺调整后 FeTiP 相析出

情况见图 7。

（a） （b）

(a)边部；(b)中部

图 7 热轧工艺调整后 FeTiP 相析出情况

由图 7 可见，热轧工艺调整后晶界处纯净，未见大量大颗粒 FeTiP 相析出物。

4 结 论

1）取连铸坯表面和中心位置样品进行析出物的对比分析，在连铸坯中心位置的样品中观察到了磷含量

为 17.17% 的 FeTiP 相析出物，而连铸坯表面样品中未发现明显的 FeTiP 相析出物存在，通过跟踪发现连

铸坯中心位置有 FeTiP 相析出物的原因在于连铸过程磷元素的中心偏析。但将连铸坯加热至 1 250℃后保

温 30 min后连铸坯中存在的 FeTiP 相析出物已经完全回溶。

2）利用热模拟试验机进行模拟热轧过程压缩变形试验，发现当变形温度为 950～1 100 ℃ 时析出物主

要为 TiN 相、TiS 相、Ti4C2S2 相和 TiC 相，尺寸集中在 10～20 nm，未发现明显的 FeTiP 相析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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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分析层冷冷速对 FeTiP 相析出物的影响发现，当层冷冷速为 10℃/s时，析出物出现明显的晶

界聚集趋势，晶界处析出物中存在 FeTiP 相析出物粒子；析出物中磷含量最高，平均达到了 60%，可见层

冷冷速对磷元素的扩散和析出有重要影响。

4）FeTiP 相析出物是由于磷元素在热轧以及卷取过程的非平衡偏析造成的，磷元素在晶界处的偏聚量

随冷速的提高而减少，通过扩大终轧和卷取温度差，采用前段密集层流冷却模式，保证带钢冷速在 30～

50℃/s等手段，可显著减少热轧过程晶界 FeTiP 相析出物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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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多晶硅沉积理论研究及产业化

严大洲 1，石何武 1，姚心 1，张升学 1，万烨 2，孙强 2，杨永亮 1等

（1.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8；2. 洛阳中硅高科有限公司，洛阳 471023）

摘要：多晶硅是集成电路和太阳能电池的基础材料，是世界发达国家竞相发展的战略性材料，多晶硅生产的沉积过程

直接影响生产安全、质量、能耗和成本。本文研究了多晶硅沉积的基础理论，分析了沉积过程对产品质量、能耗、物料利用

率等影响，并通过计算机模拟优化，完成了 36对棒、48对棒、60对棒等大型高效节能还原炉反应器设计，其中 36对棒和 48

对棒大型高效节能还原炉产业化效果良好，产能、产量和能耗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提升行业国际竞争力有积极推动作用。

关键词：多晶硅 节能 还原炉 仿真模拟 Fluent软件

The theory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for polysilicon high efficiency

deposition
YAN Da-zhou 1，SHI He-wu1，YAO xin1，ZHANG sheng-xue1，WAN ye2，SUN Qiang2，YANG

Yong-liang1 et.al.
（1. China ENFI Engineering Corporation，Beijing ,100038；2. China Silicon Corporation Ltd， Luoyang 471023）

Abstract：Polysilicon is the basic material for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olar cells. It is a strategic mater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deposition process of polysilicon produc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safety, qualit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st of produc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asic theory of

polysilicon deposition,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deposition process on product quality, energy consumption,

material utilization, and designs large scale energy-effective furnace reactors having 36 pairs of rods, 48 pairs of

rods, 60 pairs of rods and so on by means of computer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wherein the large scale

energy-effective furnace reactors having 36 pairs of rods and 48 of rods furnace are good, their production capacity,

production output and energy consumption have reache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which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Keywords：polysilicon，energy efficiency，CVD-reactor，Simulation，Fluent software

1、引言

多晶硅是集成电路和太阳能电池的基础材料。近 10年来，光伏产业在中国、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家

和地区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 20%以上，在世界各种能源增长速率中名列第一。光伏产业的迅速发展，带

动了多晶硅材料的需求快速增长，期间，我国光伏与多晶硅产业规模化生产从无到有，生产规模、技术实

力持续增长，成为国家能源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环境和雾霾治理的有效途径，在国家“光伏制造规范条

件”、“领跑者计划”等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包括多晶硅在内的光伏产品的生产量、使用量、国内光伏组件

安装量以及组件的出口量等，均居世界首位，成为中国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产业之一。

近几年，全球遭遇经济危机，欧美等发到地区和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各国对光伏产业的补贴和支持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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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导致全球光伏产能出现阶段性过剩，短期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使多晶硅市场价格迅速下滑，从 2008

年的每公斤 450美元下降至 2016年初的每公斤 20 美元以下，同时，欧美对中国光伏实施贸易战，在限制

中国光伏终端产品进入欧美市场的前提下，欧美的多晶硅企业凭借其规模、成本、长单和产业集群优势，

在国家的政府扶持下，实施现货产品低价竞争策略，挤占中国的多晶硅现货市场，打压中国刚刚新起的多

晶硅产业。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国的多晶硅企业依靠技术创新，持续开展技术改造，提升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综

合利用系统能量，循环利用系统物料，降低能源和物料消耗，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不断提升多晶硅产业

的核心竞争力，保证国家战略性材料的产业安全。而多晶硅沉积过程中的技术和装备是影响以上内容的核

心要素之一，如何从多晶硅沉积理论的源头出发，开发研究高效多对棒多晶硅还原炉装备成为国内外多晶

硅企业攻关的核心任务，在理论的指导下，依靠模拟和试验对比，研究现代化的技术和装备并完成产业化

运行检验，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

2、多晶硅沉积过程理论基础

2.1 多晶硅沉积简述

改良西门子法多晶硅生产工艺技术以其成熟稳定、节能环保以及高效率的特点在多晶硅生产中得到广泛

的应用，以该方法生产的多晶硅占到市场份额的 85%以上；改良西门子法还原工艺技术即以高纯氢气与高

纯气态氯硅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入到多晶硅气相沉积反应器内，在炽热的高温硅芯载体（约 1050℃）表面

发生气相沉积反应，获得高纯度的多晶硅产品，同时还原炉内副产的尾气排出系统进入后续工序进行物料

的回收利用。具体的沉积过程示意简图如图 2-1所示：

图 2-1 多晶硅沉积过程示意图

Fig 2-1 Schematic diagram of polysilicon CVD process

2.2 多晶硅沉积影响因素分析

多晶硅在还原炉内的沉积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其有效沉积与还原炉结构形式、供料配比、

炉内温度、炉内压力、喷嘴结构形式、电流电压曲线以及绝缘组件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相互

制约，相互影响；在多晶硅沉积理论研究过程中，只有将这些沉积影响因素调整到最佳搭配状态才能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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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放多晶硅沉积能力。在多晶硅的沉积过程中，不仅受到上述沉积影响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生产工艺流

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系统能量利用、物料循环供应上，成熟稳定的改良西门子多晶硅沉积工艺流程框图

如图 2-2所示：

图 2-2 多晶硅沉积工艺流程图

Fig2-2 Process flow diagram of Polysilicon deposition

2.2.1 供料配比

供料配比是指还原炉内所供物料中氢气与氯硅烷摩尔比；在多晶硅沉积过程中，供料配比直接决定了

还原炉内沉积供料的浓度氛围，如果是在较强的还原气氛下，还原炉内的还原反应能够比较充分的进行，

获得较高的氯硅烷转化率，此时供料配比需要越大越好；同时多晶硅沉积过程还是一个物理吸附过程，通

过气相沉积获得多晶硅，反应过程中生成的多晶硅需要吸附在沉积载体上，如果氯硅烷浓度比较低，氯硅

烷反应生成的硅与沉积载体碰撞接触的机会就小，多晶硅沉积速率相对较小，此时需要供料配比越小越好。

通过 Aspen plus模拟计算，进料三氯氢硅为 1Kmol/h时，随着还原炉的供料配比（氢气与三氯氢硅的摩尔

比）不同，产物中各物料组成变化如图 2-3所示。

6868



图 2-3不同供料配比条件下产物组成

Fig 2-3 product consist during the different ratio of H2 and TCS

从上图可以看出，随着供料配比的增大，还原炉内的氢气浓度增加，抑制了热分解反应，使氢还原

反应占主导地位，从而使得氯硅烷的一次转化率得到提升，但是实际生产过程中，供料配比不能过大，主

要原因为：

1）氢气量太大，稀释了氯硅烷的浓度，减少了氯硅烷分子与硅棒表面碰撞的机会，降低硅的沉积速度，

也就降低了单位时间内多晶硅的产量。

2）大量的氢气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增加了消耗，而且后续尾气处理系统负荷较大，不利于全系统的节

能。

因此还原供料的配比应该选择合适的范围内运行，根据还原炉内的反应过程，供料配比在实际生产中

选择 2~4之间，具体就是生产过程中的不同时间段选用不同的供料配比。

在供料过程中，还会通过添加二氯二氢硅来促进还原炉内的多晶硅沉积，抑制还原炉内不期望发生的

副反应，能够达到降低还原生产能耗的目标。

2.2.2 反应温度

氯硅烷被氢还原以及热分解的反应是吸热反应，从理论上来说，反应的温度愈高则愈有利于反应的进

行，此时硅的沉积速率也就越高。温度愈高，沉积速度愈快，达到反应平衡的时间也越短，趋向平衡的程

度也越近。但是硅的沉积又是一个物理过程中，根据 langmuir吸附公式，温度升高会导致解析速率增加，

吸附速率降低。

实际沉积过程中，半导体材料自气相向固态载体上沉积时有最高温度，当反应超过这个最高温度时，

随着温度的升高沉积速率反而下降，同时，还有一个平衡温度，只有高于该平衡温度才析出硅。因此，还

原炉内硅棒载体温度一般控制在反应平衡温度和最高温度之间，而且在该温度区间内，沉积速率随着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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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而增大，具体的如图 2-4所示。针对硅而言，最佳的沉积温度为 1050~1080℃。

图 2-4 沉积速率随温度变化趋势

Fig 2-4 Deposition speed of polysilicon over temperature

2.2.3热效应的影响

在还原炉内的气相沉积过程中，组份的输运受 Soret热效应的影响。Soret热效应通常指凝聚相的热扩

散现象，即在不均匀的温度场中，混合物的组份向不等温的冷热两壁发生迁移浓缩，形成浓度梯度，分子

量大的向冷区聚积，分子量小的向热区聚积，故在硅棒表面邻近区域，HCl 比三氯氢硅更容易贴近硅棒表

面，使得反应速率受到限制，因此在多晶硅沉积过程中需要控制好各组分的浓度关系；多晶硅气相沉积过

程的化学反应可以简化为如下几个关键反应方程式：

S i H C l 3 ＋ H 2 → S i + 3 H C l （ 氢 还 原 反 应 ） … … … … … … … … … … … … （ 1 ）

2 S i H C l 3 → S i ＋ 2 H C l ＋ S i C l 4 （ 热 分 解 反 应 ）………………… . …………… （ 2）

2 S i H C l 3 → S i C l 4 + S i H 2 C l 2 （ 热 分 解 反 应 ） …… … … … . … … … … … . … （ 3 ）

S i C l 4 ＋ 2 H 2 → S i + 4 H C l （ 高 温 加 氢 反 应 ） ……………… . …………… （ 4）

S i ＋ 2 H C l → S i H 2 C l 2 （ 低 温 腐 蚀 反 应 ） … … … … … … … . … … … … … （ 5 ）

4 S i H C l 3 → S i ＋ 2 H 2 ＋ 3 S i C l 4 （ 热 分 解 反 应 ） …… … … … … … . … … … … （ 6 ）

以上反应方程式中，（1）和（2）是系统的主要反应，鉴于 Soret 热效应的影响，副产的 HCl 和 SiCl4

等需要及时通过尾气系统排出，打破系统的平衡，确保反应的顺利进行，获得高效的多晶硅沉积。

2.2.4炉内压力

还原炉内进行气相沉积反应，供料气体进入到还原炉内停留时间约 5~20s便可以完成化学气相沉积反

应。增加压力可以使得分子之间的碰撞机率增加，使沉积速率加快；根据炉内的化学反应（1）~（6）可以

知道，随着压力升高，平衡会向不利于硅沉积的方向进行，但是压力过低，分子间的碰撞机率下降，也不

利于多晶硅的沉积，所以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控制合理的还原炉运行压力，通过实际生产实践证明，还原炉

内压力控制在 5~5.5bar比较利于多晶硅的沉积，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多晶硅气相沉积压力氛围。

2.2.5 气体流速

在保证达到一定沉积速率的条件下，混合气流量越大，炉产量越高。硅的还原是要沉积在灼热的硅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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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此提高流量与增大硅芯表面积和数目相联系着，从分子动力学观点来看，硅芯表面积与反应空间之

比越大越好，比值越大，气体对沉积表面碰撞机会越多，因而对提高实收率是有利的。此外，增加气体流

量还能够增加气体湍动情况，从而有效地消除边界层。

还原炉内应尽量避免层流，使气流呈湍流状态。一般来说，氯硅烷和氢气的混合气体在还原炉内硅棒

表面的流速在 1~2m/s左右为宜，这样硅棒表面的气相浓度更新状况会比较合理。因而在喷嘴处也要有较高

的气速，一般在 70~90m/s左右，形成较强的湍流，使得混合气流在上升过程中在整个还原炉内都有较好的

浓度分布。

2.2.6 电流电压曲线

常温条件下，硅棒的电阻非常大，随着温度的升高及硅棒直径的增大，硅棒电阻将会相应减小。为了

满足三氯氢硅在 1050~1080℃之间发生反应生成多晶硅的条件，还原炉内的硅棒加热功率必须保持相对恒定，

因此在还原电气输出功率相对恒定的条件下，还原生产过程中均按照增加电流的方式进行控制。在实际生

产中称为 U/I曲线控制，如图 2-5所示。

图 2-5 还原炉 U/I曲线

Fig 2-5 Curve of voltage and current in the CVD-reactor

电流加载在还原生产中非常关键，其加载量的多少，加载时间，都对还原的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需要根据生产运行经验给出合理的电流电压运行曲线。否则，在还原炉运行过程中会因为电流电压给

定与生产运行不匹配而影响还原炉的稳定运行，出现接地报警、电流过载等异常情况，影响还原炉的运行

效率，此时作为中央控制室人员就需要进行人工干预调整，适当降低加载电流数量，甚至不加载电流，确

保多晶硅生产的稳定运行。

2.2.7其它影响因数

除了以上关键影响因素外，还原炉内的多晶硅沉积还受到采用的硅芯载体、绝缘组件等的影响；根据

实际生产经验，采用大截面积的沉积硅芯载体利于多晶硅的沉积，尤其是前期还原炉内氯硅烷浓度低、沉

积载体面积小更加不利于多晶硅的沉积；同样，采用好的绝缘组件利于多晶硅的沉积，提升绝缘件与硅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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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之间的契合度，减少多晶硅在生产过程中因为绝缘等问题而引起的非正常停炉现象的增加，提高多晶

硅沉积运行的稳定性，有效的提高多晶硅运行效率。

3、多晶硅沉积装置模拟研究

多晶硅沉积装置是多晶硅生产的关键设备，其开发研究对多晶硅生产过程中的增产降耗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开发新的沉积装置都采用直接实制的方式将会增加设备投资费用，而且运行效果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的验证，所以借助三维模拟软件开展多晶硅沉积装置的模拟研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不仅通过对研究装

置的建模模拟计算可以获得装置内的温度场及流场，而且可以对装置进行优化分析，不断的改变模型结构

参数，直到获得最理想的结果。

3.1 模拟研究软件简介

为了更加真实的反应还原炉内的流动情况，借助三维模拟软件 Fluent对还原装置进行模拟研究；Fluent

是用于在复杂几何体中进行模拟流体流动和热传导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利用 Fluent软件对多晶硅还原炉进

行模拟计算，可为多晶硅产品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可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缩短实验研究时间。

3.2 大型多晶硅沉积装置模拟研究实例

在多晶硅沉积装置大型化的道路上，三维模拟软件 Fluent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借助模拟软件完

成了 36对棒、48对棒以及 60对棒的开发研究，并且 36对棒和 48对棒已经产业化应用；下面将针对 48对

棒还原炉的模拟过程进行简单介绍，旨在了解模拟的过程以及对模拟结果的分析。

3.2.1 几何模型和网格划分

根据 48对棒还原炉的结构形式，对模型进行相应的简化，并利用前处理软件 Gambit对还原炉流体域进

行建模。由于还原炉内涉及极为复杂的流动、物料输送、热对流及热辐射分析，因此对计算模型的网格离

散化要求极高。首先应该保证网格的数值质量较高，在将整体模型进行切割后，控制底面的网格质量后利

用 Copper工具对主体部分划分生成规整的六面体结构，其质量要优于四面体结构；同时在较高的网格质量

下需要保证交界面的网格节点对应，以确保交界面两侧的数据传递误差较小。在涉及到辐射的固体域和流

体域交接壁面、流体域湍流模拟中的换热分析的边界层等特殊网格进行了相关处理；鉴于模拟设备硬件条

件的限制，48对棒还原炉的最终网格数限制在 1000万左右，最大单元扭曲度控制在 0.96以下，满足模拟

计算的要求。

3.2.2边界条件设置

在多晶硅沉积装置的模拟研究过程中，主要边界条件的设置有：底部进出的混合物及初始速度、出口压

力等，同时对炉筒壁面、硅棒表面、底盘、石墨夹具套件以及热辐射参数进行设置，最后设定各个参数的

残差和收敛条件，所有相关设置完成后计算机开始求解。

3.2.3 模拟结果分析

根据多晶硅生长过程特点，选取硅棒生长关键时期点进行模拟计算分析，主要是从还原炉内的温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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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场进行优化分析，确保还原炉内的温度均匀，流场分布合理。

（1）温度场结果分析

还原炉内的温度分布情况直接决定了还原炉内多晶硅沉积的效果，只有控制还原炉内反应区的温度分布

适合于多晶硅沉积的范围才能确保还原炉的气相沉积按照预期的方向进行，是硅棒能够稳定、快速生长的

重要参数。48对棒还原炉内的温度分布云图见图 3-1~3-2所示。

图 3-1 垂直方向炉内温度分布云图

Fig3-1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furnace in vertical direction

图 3-2水平方向炉内温度场分布图

Fig3-2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furnace in horizontal

从上图可以看出，还原炉内温度场整体相对均匀，但是在反应区下部的温度相对较低，存在较大的温

度梯度，对还原炉内下部硅棒的沉积不是很有利；反应区中上部局部的温度相对较高，生产中容易产生“菜

花料”，甚至容易出现硅棒融化的现象。根据温度场的分布情况，可以适当的调整还原炉内部结构以及硅棒

的长度进行调整，还可以通过石墨夹具等辅助备件的调整，避免沉积硅棒在还原炉内的低温区生长。

（2）流场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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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炉内的流场模拟结果是对还原炉内气相沉积反应均匀性的直接体现，只有合理的流场分布才能利

于炉内多晶硅的均匀沉积，获得比较好的多晶硅产品。

图 3-3 炉内整体流场矢量图

Fig3-3 Vector diagram of whole flow field in furnace

图 3-4 还原炉内垂直切面速度云图

Fig3-4 Vertical section velocity image of furnace

从上图可以看出，流体从炉底以相对较大的速度从喷嘴小孔进入到还原炉内由于阻力和扩散作用，前

进轨迹中速度逐渐减小，其流经路径上的区域速度相对较大。最终流场均匀的分布在还原炉内，多晶硅在

沉积载体硅芯表面上发生化学反应，气相沉积获得多晶硅。通过对供料量、供料喷嘴以及供料配比等的调

整，该模型的流场相对均匀，相关参数设置的相对合理，获得的结果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4、高效反应器产业应用

通过对多晶硅还原生产过程的理论研究及实际生产应用的详细分析，开发设计的高效大型多对棒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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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 36对棒、48对棒还原炉已经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60对棒还原炉也已完成成套装置开发。从 36对棒与

48对棒的产业化应用可以看出实际生产与计算机模拟结果比较接近，具体的对比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1 大型还原炉模拟值与实际值对比分析

Tab 4-1 Comparation and analysis of simulation and actual value of large CVD-Reactor

序

号
对比参数

36对棒还原炉 48对棒还原炉 60对棒

模拟值 实际值 模拟值 实际值 模拟值 实际值

1 运行周期(h) 120 120 120 120 120 待运行

2 还原电耗(kwh/kg-Si) 50 51~53 48 49~51 42 待运行

3 单炉产量(kg) 8400 ~8500 10200 ~10500 13520 待运行

4 一次转化率(%) 10.8 10.2 10.8 10.2 10.3 待运行

从上表可以看出，实际运行值与设计时通过计算机模拟获得的结果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相差不大，还原

电耗实际运行时比模拟值要高 2%~5%左右，而实际运行时产量要比模拟计算的要高 2%左右，可以认为计

算机模拟的结果是相对可靠的，对实际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随着多晶硅产能的增加，小型还原炉因为

需要更多的操作人员，厂房布置上更加分散，不利于降成本，所以开发高效大型化多晶硅还原炉是多晶硅

生产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还原炉大型化后，多晶硅生产成本通过还原直接电耗的降低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某年产万吨级多晶硅的

生产工厂不同炉型的生产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 4-2 不同炉型实际运行参数对比分析

Tab 4-2 Comparation and analysis of actual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type of CVD-Reactors

对比参数 24对棒 30对棒 36对棒 48对棒 备注

运行周期（h） 135 110 120 120
其中 30对棒

为 24对棒底

盘改造而成

还原电耗(kwh/kg-Si) 58~60 55~56 51~53 49~51

单炉产量(kg) ~6500 ~6200 ~8500 ~10500

一次转化率(%) 10.8 10.6 10.2 10.2

从上表可以看出，还原炉的大型化使得单炉产量以及还原电耗均得到大幅提升，尤其是 36对棒和 48对

棒还原炉的产业化应用，使得还原能耗水平下降 8~10kwh/kg-Si，仅从节电效果可以看出，还原直接电耗下

降 17%以上，而且还原炉的大型化使得单台还原炉的产量大大提升，对于一个新建万吨级多晶硅工厂来说，

采用大型化的还原炉可以大大减少还原炉的台数，还原厂房的建筑结构以及生产过程中巡检维护复杂程度

得到相应的简化，为进一步降低多晶硅生产成本奠定了基础。

5、结论

高效多晶硅沉积还原炉的开发和利用，实现了多晶硅的高效率生长，同时降低了多晶硅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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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多晶硅沉积理论的研究，借助计算机对还原炉内温度场以及流场进行模拟优化，并结合大型还

原炉的产业化的实际运行经验，得出如下结论：

1）还原炉内硅棒布置在满足安全要求下尽可能的紧凑，利于炉内热量的合理利用；

2）还原炉高效生产不仅可以从径向追求多对棒，还可以从轴向要求更高的硅芯载体；

3）为了保证硅棒生长的外观质量，需要保证硅棒表面气速在 1~2m/s内调整；

4）在还原炉的供电配合中，需要维持硅棒的沉积温度在 1050~1080℃之间调整；

5）在多晶硅工厂大型规模化的道路上，大型多对棒还原炉拥有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6）多晶硅生产过程中，还原炉供料配比控制在 2~4，压力控制在 5~5.5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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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RIZ 的惯性圆锥破碎机空腔保护研究

王 旭， 夏晓鸥， 罗秀建， 陈 帮， 刘方明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100160）

摘 要：TRIZ是一种发明问题的解决理论，揭示了发明创造的内在规律和原理。本文从惯性圆锥破碎机工程应用中的问题入

手，将 TRIZ 运用于惯性圆锥破碎机空腔保护设计中，运用物-场模型分析工具，得出了若干解决方案，证明了 TRIZ 在工程

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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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ARVED FEEDING PROTECTION OF INERTIA

CONE CRUSHER BASED ON TRIZ

WANG Xu，XIA Xiao’ou，LUO Xiujian，CHEN Bang，LIU Fangming

(BGRIMM Technology Group, Beijing 100160, China)

ABSTRACT: TRIZ is a solution theory of invention problem, it reveals the inner rules and principles of invention and crea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roblems in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inertial cone crusher, TRIZ is applied to starved feeding protection of

inertial cone crusher, several solutions have been developed using the object-field model analysis tool, the feasibility of TRIZ in

engineering is proved.

KEYWORDS: triz；inertial cone crusher；starved feeding protection；object-field model

1 TRIZ理论概述

TRIZ 是俄文теории решения изобретательских задач 的英文音译 Teoriya Resheniya Izobreatatelskikh

Zadatch的缩写，其英文全称是 Theory of the Solution of Inventive Problems，又称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RIZ

理论成功地揭示了创造发明的内在规律和原理，着力于澄清和强调系统中存在的矛盾，其目标是完全解决

矛盾，获得最终的理想解[1]。它是基于技术的发展演化规律研究整个设计与开发过程，而不再是随机的行为。

实践证明，运用 TRIZ理论，可大大加快人们创造发明的进程而且能得到高质量的创新产品[2]。

基金项目：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2016YFE0120400）；科技部创新方法工作专项（2017IM060200）

作者简介：王旭（1985-），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破碎设备与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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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描述

惯性圆锥破碎机的结构简图如图 1 所示，机体安装在橡胶减振弹簧上，破碎机的工作部件由定锥和动

锥组成。两个锥体的表面装有衬板，衬板之间的空间形成破碎腔。动锥轴的滑动轴承上装有偏心激振器。

电动机的扭矩通过三角皮带、联轴节传递到激振器，使其绕动锥中心线转动。当激振器产生离心力时，离

心力迫使铜瓦上的动锥绕其球心做旋摆运动，实现对物料的破碎[3]。

图 1 惯性圆锥破碎机结构简图

Fig.1 Structure diagram of inertia cone crusher

1—底架；2—皮带轮；3—隔振元件；4—激振器；5—基座

6—球面瓦；7—衬板 8—定锥；9—动锥；10—动锥支撑；11—轴承

惯性圆锥破碎机利用了料层粉碎原理，可实现“选择性破碎”的高效细碎设备，广泛应用于矿山、冶

金、磨具、耐火材料、陶瓷等行业的物料破碎。惯性圆锥破碎机破碎力大，传动机构与破碎机构采用了柔

性联结装置，有优良的“过铁保护”性能，遇到铁块时能将铁砸扁排出，不会造成设备损坏，保证了设备

的稳定运转。

物料在料仓中以堆满的状态进入破碎机，在破碎腔之间形成料层，可实现料层粉碎。此种设计的特点

在于：可以根据被破碎物料的软硬程度调节所需的破碎力大小，当破碎力的大小确定后，在一个工作周期

内，动锥单方向摆动到极限位置，处于动、定锥之间抗压强度极限小于此惯性破碎力的物料即被粉碎。如

果在一个工作周期内无法被破碎，动锥继续摆动，破碎腔内的物料跟随料层调整方向角度，找到裂纹缺陷

等应力薄弱方向实现选择性破碎。如果物料硬度低或者内部裂纹缺陷较多易于破碎，一个工作周期内，动

锥甚至可以接近极限摆动位置，与定锥衬板单侧贴合间隙趋于零，得到最大破碎比[4]。图 2反映了工作时动、

定锥的不同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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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动锥处于不同位置时的料层状态

Fig.2 Status of material layer when the moving cone i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为实现多碎少磨、降低粉碎作业能耗，破碎机应尽可能的降低破碎产品粒度。为得到最大破碎比，我

们希望在每一个工作周期内，动锥都尽可能的靠近定锥，对矿石施加最大程度的挤压作用，将破碎能量充

分作用在矿石上，提高破碎效率；同时，矿石又起到了缓冲动锥摆动产生的撞击力的作用，有效吸收振动，

避免动锥直接撞击到定锥，可以有效的保护设备工作部件。这就对设备的使用提出了一个要求，即破碎腔

中必须挤满给料，料斗要保持时刻堆满矿石，严禁空腔运转。但是在现场应用中，仍然不可避免会发生空

腔运转的情况，根据空腔时间、破碎力大小、工作间隙大小不同，空腔将导致动锥对设备核心零部件如铜

瓦、轴套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三者相对位置关系如图 3所示。

图 3 空腔运转时动锥与铜瓦、轴套的位置关系

Fig.3 Position of moving cone, copper tile and shaft sleeve when running out of material

1—动锥；2—铜瓦；3—轴套

为避免空腔发生，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在破碎机进料口上方设置一个较大的料仓，料仓起到存储物料、

提供挤满给料条件。配合料位检测装置使用，允许短时间内供料不足，为设备停机保护起到一定程度的缓

冲作用。但是该方案仍然对上一段破碎工艺流程提出了给料连续性要求，设备结构本身缺乏空腔保护手段，

即使在料位监测装置保护下，仍会发生间隔性的启动停车，影响了设备运转率，也对破碎工艺流程设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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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较高要求。

TRIZ 理论已经在很多工程领域内成功应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TRIZ 有助于分析发现设备中的

问题与矛盾，针对这些矛盾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形成了一整套的获得理想解的理论体系。TRIZ 理论有

效的激发了思维创新，帮助科研人员打破思维定势，创造性的在多学科交叉领域内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

并为产品设计、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 TRIZ 理论，将其运用于惯性圆锥破碎机的空腔保护设计中，希望得到一

些有帮助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3 系统模型图建立

归纳破碎系统中的元素和组件，以元素和作用链的方式，绘制系统的网状模型图，如图 4所示：

图 4 系统网状模型图

Fig.4 System network model diagram

系统网状模型图中，方框中的物体代表元素，实线代表有用的作用，虚线代表不足的作用，波浪线代

表有害的作用。系统网状模型图能够清晰的表达各个组件的功能和相互作用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对系统有

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首要工作。但是，网状模型图的不足之处在于，组件之间

的作用关系比较复杂，不能清晰的找到作用对象，以及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对网状模型图复杂的作用关系进行梳理，以功能树系统模型图的方式展现出来，图 5为工作过程中有

效完整系统的树状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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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功能树系统模型图

Fig.5 System functional tree model diagram

发生空腔运转故障时，树状模型图如图 6所示，主要说明了有害作用的传播路径。

图 6 空腔时功能树系统模型图

Fig.6 System functional tree model diagram when running out of material

在功能树中，树的最左端的铜瓦是我们关心和要保护的作用对象，目的是在破碎机发生空腔运转时，

保护铜瓦不会被动锥的撞击力造成损坏；同时动锥跳动时，条形密封圈与动锥下端球面密封配合被破坏，

润滑油在油泵的压力作用下向外飞溅，造成压力不足，有可能产生烧铜瓦的危险，需要保护铜瓦不会因为

动锥跳动而造成烧毁。功能树中，树枝和树叶是工具和条件，是解决问题的媒介和待调整的对象。通过功

能树的梳理，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目了然，这样就可以采用自顶向下的设计方式，结合物-场模型，

识别问题类型，运用 76个标准解法中的相应解法，从每个分支入手，最终得到问题的理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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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场模型分析与结果

物-场分析法是使用符号语言表达技术系统变换的建模技术，符号用来描述系统中两个元素之间的作用

类型。物-场分析法是 TRIZ理论中重要的问题描述工具和分析工具，它从技术系统的功能出发，用符号语

言来建立与已经存在的系统或新技术系统问题相联系的功能模型，并对系统功能进行分析的方法，是面向

功能的直观的分析方法[5]。物-场分析法对应着四种功能模型，分别为有效完整模型、不完整模型、效应不

足的完整模型和有害效应的完整模型，如图 7所示：

图 7 物-场分析法四种功能模型

Fig.7 Four functional models of object-field analysis

物质 S1、S2是一种与任何结构、功能、形状、材质等复杂性无关的实物，可以是材料、工具、零件、

人、环境等，S1表示原料或工件，充当被利用、被操作、被改变的角色；S2表示工具，它作用、操作或改

变被动元件 S1。场 F是抽象的，传递物质 S1、S2 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介，它包括两种形式的场：一种是物

理学中定义的物质场，如电磁场、引力场等；另一种是物质场推广来的能量形式的场，如机械能、热能、

化学能、核能、光能等[6]。

有效完整模型意味着系统处于稳定有效的运转状态，是我们设计中所追求的目标。对应后三种模型，

TRIZ 理论给出了物-场模型的六个一般解法，分别为补充元素法、加入 S3 阻止有害作用、加入 F2 消除有

害作用、用 F2（S3）替代 F1（S2）、加入 F2强化有用作用和加入 S3和 F2提高有用作用。

由于不同学科领域内的矛盾与问题千差万别，在物-场模型的学习和使用过程中，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为此，TRIZ 理论参考了大量经验数据，对 250余万份发明专利分析归纳总结后形成了 76种标准解法，可

以普遍适用于各行业中，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依据发别级别与标准解系统的不同，76种标准解法可分为

5类：基本物场模型的标准解 13种、增强物场模型的标准解 23种、向多级或微观级别系统进化的标准解 6

种、测量与检测的标准解 17种、简化与改善策略的标准解 17种。

本例中，以动锥相对定锥的作用链为例，详细描述分析过程。在机械场的作用下，动锥对定锥的撞击

是有害作用，巨大的撞击力反作用于铜瓦上，引起一系列问题：如铜瓦断裂、烧毁、漏油、振动、噪声等。

分析动锥对定锥的作用方式和相对结构，采用 76种标准解中第 1类问题中的第 2条解法：假如系统不能改

变，但可接受永久的或临时的添加物，可以在 S1和 S2内部添加 S3 阻止有害作用的方式，防止动锥撞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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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具体实施方式如图 8所示：

图 8 一种惯性圆锥破碎机空腔保护装置

Fig.8 A protection device of inertial cone crusher

1—料斗；2—定锥；3—调整环；4—支撑环；5—动锥

6—机架；7—下料口；8—减振弹簧；9—底架；10—皮带轮

11—传动轴；12—万向联轴节；13—球头；14—滑动副

15—弹性蓄能器；16—动锥主轴；17—偏心激振器； 18—铜瓦

在机架与轴套之间添加弹性蓄能装置 S3，包含球头、滑动副、弹性蓄能器等部件，来阻止撞击产生的

有害作用。在不同的工作间隙下，调节对应的蓄能器压力，满足空腔时，蓄能装置刚好能够吸收动锥摆动

的离心力，有效实现空腔保护。该方案已经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7]。

将物-场模型的 76个解法用于其它作用链，同样可以得到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通过选用不同的物质和

场，添加、消除、替换系统元素的功能，该问题最终得到 10余种解决方案，详细方案及具体实施方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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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空腔保护解决方案

Table 1 Solutions of starved feeding protection

种类： 方案： 具体实施方式：

机械

方式

定锥可活动、一定条件下允许退让 弹簧、液压装置

动锥可升降，浮动 液压装置

铜瓦可移动，退让 柔性基础、非整体铜瓦

下料轨迹控制，自动补偿 振动原理

油压补偿 铜瓦开特殊形状油槽、油路

动锥摆动限位装置 蓄能器、减振缓冲装置

弹性撞击吸附层 弹性、耐磨材料

限制动锥跳动 磁性基座

电子

方式

传感器监测料位信息 料位计、重力

传感器监测撞击信号 加速度传感器

电机降速、停机 变频电机

去掉作用对象铜

瓦、轴套，原理

革新

内锥动，外锥不动 弹性传动、柔性基础

内锥动，外锥不动 内锥做弹性活塞式往复运动

内锥不动，外锥动 偏心装置驱动外锥振动

内锥、外锥同时动 振动破碎机

通过 TRIZ理论在惯性圆锥破碎机空腔保护设计中的应用，产生了多种问题解决方案，证明了该方法是

切实可行并卓有成效的，并可对下一步同类型破碎设备的研制及改进优化提供指导意见，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5 总结

针对物-场模型中需要改进优化的问题，TRIZ 理论给出了 6 种一般解法和 76种标准解法，通过灵活的

选择物质与场，组合运用在不同作用的功能链中，工程中的问题都会得到许多解决方案。值得一提的是，

将系统中某一元素的功能采用其它方法替代或者消除，使系统得以简化，往往会产生历史意义的、颠覆性

的、原始创新性的发明创造。借鉴技术系统的进化法则，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TRIZ 理论的学习与运用，

把创新这一活动变得有章可循，为科研、生产、管理工作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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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辊装配精度量化模型
李洋龙 1， 雷振尧 2， 龚 波 1， 陈 飞 1

（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冶金过程研究所，北京 100043； 2.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设备部，河

北 唐山 064000）

摘 要：热轧和冷轧产线轧辊的装配精度对轧机刚度对称性和轧制稳定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轧辊的空间检测目前广泛

采用激光跟踪仪进行测量，但仍缺乏一套有效的、系统性的模型来分析轧辊装配精度。建立了轧辊装配精度的数学模型，利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衬板面及轧辊轴向中心线，提出了计算轧辊衬板的空间位置（对中值和开档值）及倾斜状态的定量方法。

通过激光跟踪仪检测的真实轧辊数据验证了该模型，模型计算结果与以往采用的空间分析软件处理结果一致，二者相对偏差

小于 0.03%，进一步分析了该轧辊各衬板的对中值和开档值及倾斜状态，基于该模型开发的应用软件降低了以往检测数据处

理的难度，提高了轧辊装配精度定量化分析的效率和能力，具有一定的现场应用价值。

关键词：轧辊；装配精度；衬板；对中值；开档值

中图分类号：TG333.1 文献标志码：A

热轧产线和冷轧产线的辊系装配精度对轧辊和轧件形变[1-3]、轧机刚度甚至带钢板形[4-8]具有重要影响，

不合理的轧辊衬板位置极易导致轧机刚度差，降低生产稳定性[9-11]。由于激光跟踪仪检测精度、测量效率及

效果上的明显优势[12-13]，其在冶金行业空间精度检测的应用开始兴起，如热轧、冷轧产线的轧机牌坊及辊

系衬板的空间位置检测 [14-15]。国内目前使用的激光跟踪仪基本依赖于进口 [116]，设备配套软件如 SA

（SpatialAnalyzer）三维工业测量软件是一种通用性商用软件[17]，数据处理流程繁琐，对软件操作人员的水

平要求高。

近几年，针对大型设备空间测量的模型和算法在航天、重工等领域有较大的研究进展[18-20]，然而，针

对轧辊装配精度的检测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有效的数学模型作为指导，导致数据分析方法和处理结果可

能因人而异。一般轧辊轴向中心线的确定采用圆柱拟合算法[21]，将轧辊近似看成圆柱体，这种方法对于平

辊和凸度较小的轧辊是适用的，而对于 CVC、SmartCrown等辊形采用圆柱拟合算法存在弊端，尤其当轧辊

两侧选取的测量位置截面的圆半径差异较大时，会存在较大偏差。

本文基于单一轧辊及其衬板的空间位置检测，建立了轧辊装配精度数学模型，采用多次迭代拟合圆面

搜寻轴向中心线，可实现多种类型轧辊的轴向中心线确定和轧辊衬板空间位置计算。

1 轧辊装配精度数学模型

1.1 轧辊衬板平面拟合

单一轧辊的衬板包括入口操作侧、出口操作侧、入口传动侧和出口传动侧 4个衬板面，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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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1 台激光跟踪仪对线下的单个轧辊的衬板面进行测量，可采集到离散点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平

面，得到该轧辊各衬板的平面方程。规定入口侧衬板面的法向量的 x分量为负，出口侧衬板面的法向量的 x

分量为正。

图 1 轧辊及其衬板模型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model of mill roll liner

假设某一衬板面上测量得到 n  3n  个离散点，第 i个点的坐标表示为  i i ix y z, , ，其中 1 2i n , , ,L ，

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计算该平面方程 1 2 3 4 0a x a y a z a    ，使得  21 2 3 4
1

n

i i i
i

S a x a y a z a


    最

小，则该函数关于各分量的偏导数为 0，即

0 1 2 3
k

S k
a


 


,   , , (1)

整理，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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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2
1 2 3 4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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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 y a y a y z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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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解式(2)的三元非齐次（ 4 0a  ）或者齐次（ 4 0a  ）线性方程组可得到衬板平面方程各项系数

 1 2 3a a a, , 。

1.2 轧辊轴向中心线拟合

利用轧辊辊面测量的离散点分别拟合轧辊两侧的圆面，两圆面的圆心连线即为轧辊轴向中心线。实际

测量时，通常在轧辊两侧沿辊面某一位置周向取点测量，由于轧辊一侧的辊面点所处平面可能并未与 xoz

平面平行，因此需要在每次拟合圆面前，进行坐标点的投影和旋转，使得拟合该圆面的所有点在某一 xoz

平面内。求解轧辊轴向中心线需迭代求解，计算流程如图 2 所示。每次计算前，将坐标系进行旋转，使得

计算得到的轧辊轴向中心线与 y轴平行，利用旋转后的数据点重新拟合圆面及轧辊轴向中心线，直到前后

两次迭代计算得到的轧辊轴向中心线向量的偏差满足收敛要求时，认为迭代收敛，轧辊轴向中心线的计算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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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迭代求解轧辊轴向中心线流程图

Fig.2 Flow chart of iterative solution of roll axial center line

当拟合圆面的点位于同一 xoz平面时，可采用最小二乘方法拟合二维圆面，求解圆心位置及半径，具体

算法如下：

设圆面方程为    2 2 2
1 2x A z A R    ，其中(A1, A2)为圆心坐标，R为圆面半径，令 1 12b A  ， 2 22b A  ，

2 2 2
3 1 2b A A R   ，则圆面方程可变为

2 2
1 2 3 0x b x z b z b     (3)

假设该侧辊面上有 m  3m  个测量离散点，第 i个点的坐标表示为  i i ix y z, , ，其中 1 2i m , , ,L ，

利 用 最 小 二 乘 法 拟 合 计 算 圆 面 方 程 2 2
1 2 3 0x b x z b z b     ， 使 得

   22 2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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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求解上述三元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可得到平面方程各项系数 b1~b3。

因此，只要保证拟合面测量的离散点尽可能位于一个周向圆面内，即可较为准确的计算出该圆面中心

位置，进而通过轧辊两侧的两个圆面中心确定轧辊的轴向中心线，而不受轧辊辊形的影响。

1.3 轧辊衬板空间距离

设轧辊的轴向中心线方程为 0 0 0x x y y z z
a b c
  

  ， 0 0 0x y z, , 为拟合圆面圆心坐标， a b c,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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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辊轴向中心线法向量，轧辊 4个衬板平面的中心点表示为  ij ij ij ijP x y z , , ，其中 1 2i  , 分别表示操作侧

和传动侧， 1 2j  , 分别表示入口侧和出口侧。

则任意衬板面中心点  ij ij ij ijP x y z , , 到轧辊的轴向中心线的距离可由下式求得：

     2 2 2

0 0 0ij ij ij ijd x at x y bt y z ct z         (6)

式中：
     0 0 0

2 2 2

ij ij ijx x a y y b z z c
t

a b c

    


 
。

轧辊衬板对中值定义为轧辊出口侧衬板面中心点和相对应的入口侧衬板面中心点到轧辊轴向中心线的

距离差，表达式为：

2 1i i iM d d  (7)

式中： 1 2i  , 分别表示操作侧和传动侧。

轧辊衬板对中值反映了入口衬板面和相对应的出口衬板面关于轧辊轴向中心线的对称关系，当 0iM 

时，入口衬板面中心与出口衬板面中心沿轧辊轴向中心线对称分布；当 0iM  时，出口衬板面中心到轧辊

轴向中心线的距离较大；当 0iM  时，入口衬板面中心到轧辊轴向中心线的距离较大。

轧辊衬板开档值定义为轧辊出口侧衬板面中心点和相对应的入口侧衬板面中心点到轧辊轴向中心线的

距离和，表达式为：

2 1i i iO d d  (8)

轧辊衬板面开档值反映了轧辊的入口衬板面中心和相对应的出口衬板面中心的距离关系， 0iO  。

1.4 轧辊衬板倾斜关系

轧辊衬板的倾斜分为 2种类型：衬板向轧制中心线的倾斜；衬板沿轧辊高度方向的倾斜。衬板倾斜以

轧辊中心线法向量作为新坐标系 y轴方向，通过各衬板面单位法向量的 y分量或者 z分量的正负，判断各衬

板面的倾斜方向。

衬板向轧制中心线倾斜，采用“里大”或者“外大”描述，如图 3所示。当衬板远离轧制中心线时，操作侧

衬板面（包括入口、出口）的单位法向量分量 ny为负，或者传动侧衬板面（包括入口、出口）的单位法向

量分量 ny为正，靠近轧制中心线一侧的开档将大于衬板面远离轧制中心线一侧的开档，表现为“里大”；当

衬板面向轧制中心线倾斜时，操作侧衬板面（包括入口、出口）的单位法向量分量 ny为正，或者传动侧衬

板面（包括入口、出口）的单位法向量分量 ny为负，衬板面远离轧制中心线一侧的开档将大于衬板面靠近

轧制中心线一侧的开档，表现为“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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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轧辊衬板里外倾斜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inclin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of roll liner

设某一衬板面的法向量为  , ,i i i iV x y z


，该衬板里外倾斜程度i按式(9)计算：

2 2 2

1000i
i

i i i

y

x y z





 
(9)

里外倾斜程度表示法向量的 y分量在单位长度上的偏移量，单位为 mm/m。

衬板沿高度方向的倾斜，采用“上大”或者“下大”描述，如图 4所示。当衬板面沿高度方向向下倾斜时，

衬板面（包括入口操作侧、入口传动侧、出口操作侧和出口传动侧）的单位法向量分量 nz为负，衬板面上

端的开档将大于衬板面下端的开档，表现为“上大”；当衬板面沿高度方向向上倾斜时，衬板面（包括入口操

作侧、入口传动侧、出口操作侧和出口传动侧）的单位法向量分量 nz为正，衬板面下端的开档将大于衬板

面上端的开档，表现为“下大”。

衬板上下倾斜程度γi按式(10)计算：

2 2 2

1000i
i

i i i

z

x y z





 
(10)

上下倾斜程度表示法向量的 z分量在单位长度上的偏移量，单位为 mm/m。

图 4 轧辊衬板上下倾斜示意图

Fig.4 Diagram of inclination up and down of roll liner

2 模型验证

利用激光跟踪仪测量某热轧产线轧辊衬板及辊面，测量的离散点数据分别采用 SA软件与本模型进行计

算，图 5所示为 SA结果与模型计算结果比较，从图中可见，2种方式计算的轧辊入口操作侧、出口操作侧、

入口传动侧和出口传动侧的衬板中心点到轴向线距离基本相等，相对偏差均小于 0.03%。以往采用 SA等软

件分析轧辊测量数据，需要经过一定的处理步骤和操作流程，数据处理耗时长、灵活度低，轧辊装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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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的建立极大降低了数据分析的难度，明显提高了计算效率。可见，建立的模型完全可替代 SA软件

处理轧辊空间测量数据。

图 5 SA 结果与模型结果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SA results and model results

3 结果分析

3.1 轧辊衬板平面拟合

进一步利用模型分析上面测量的某热轧产线轧辊数据，图 6 所示为测量点到相应拟合衬板面的距离，

从图中可见，各衬板面的测量点到衬板面的距离基本处于 0.1 mm范围内，使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的各衬

板平面具有较好的拟合程度，同时也表明了激光跟踪仪所测量数据的精度和准确程度较好。

图 6 实测点到拟合衬板面的距离

Fig.6 Distance from measured points to fitted liner planes

图 7为操作侧和传动侧衬板的对中值和开档值。操作侧衬板和传动侧衬板的对中值分别为-0.055 mm和

-0.309 mm，表明了操作侧和传动侧的入口衬板面中心到轧辊轴向中心线的距离均略大于出口衬板面中心到

轧辊轴向中心线的距离。操作侧和传动侧的开档值分别为 1789.95 和 1780.32 mm，与衬板实际开档基本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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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轧辊衬板的对中值和开档值

Fig.7 Median value and opening value of roll liners

3.2 衬板倾斜关系分析

针对“里外倾斜”和“上下倾斜”2种倾斜方式，利用轧辊装配精度模型实现了判断轧辊衬板的倾斜方

向及倾斜程度，如表 1 所示。各衬板倾斜程度较小，均处于合理水平。当衬板倾斜程度超过允许偏差时，

需要及时纠正衬板倾斜，利用模型得到的衬板量化倾斜结果可为现场轧辊衬板的合理调整提供必要的数据

支持。

当轧辊装配精度不够，或者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生衬板磨损、变形和锈蚀时，都可能导致轧辊衬板面出

现里外倾斜、上下倾斜。通过衬板磨削、加垫等手段进行衬板微调整，或者直接更换衬板，可以消除衬板

倾斜，提高轧辊的装配精度。

表 1 轧辊衬板倾斜状态

Table 1 Inclination status of roll liners

衬板面

里外倾斜 上下倾斜

倾斜方向 倾斜值/(mm•m-1) 倾斜方向 倾斜值/(mm•m-1)

入口操作侧 外大 0.108 上大 0.135

出口操作侧 外大 0.066 上大 0.135

入口传动侧 里大 0.206 上大 0.106

出口传动侧 外大 0.115 上大 0.106

4 现场应用

使用 SA软件分析轧辊空间位置是逆向建模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操作流程，例如坐标系变换、根据平面

点云拟合平面等等，而自主开发的软件已经将数据处理流程化，实现一键式计算，避免了重复性的数据处

理操作，因此极大缩短了轧辊空间测量数据的分析时间。基于轧辊装配精度数学模型，开发了轧辊空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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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的应用软件，如图 8所示。以往采用 SA等空间分析软件处理单个轧辊的空间测量数据约 15min，而

新开发的软件分析同样的数据耗时仅 1~2 s，节约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显著提高了轧辊空间精度分析的

效率和能力，能够解决轧机辊系装配精度的静态快速测试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场应用价值。

图 8 基于轧辊装配精度数学模型开发的软件

Fig.8 Developed software based on mathematical model of roll assembly accuracy

5 结论

1）系统建立了轧辊装配精度数学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轧辊衬板面及轧辊轴向中心线，可计算衬

板的对中值和开档值，判断衬板的“里外倾斜”和“上下倾斜”的倾斜方向和程度，实现了轧辊衬板空间

距离和倾斜关系的定量分析。

2）通过某热轧产线轧辊测量数据，对比分析了 SA软件处理结果和模型计算结果，二者相对偏差小于

0.03%，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该模型可替代 SA软件处理轧辊空间测量数据。

3）基于该模型开发了轧辊空间精度分析的应用软件，实现测量数据的一键式计算，显著提高了轧辊装

配精度分析的效率和能力，可为轧辊装配的现场维检和尺寸校核提供数据支持，具有较好的现场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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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K-Nearest Neighbor (KNN)算法在土地覆盖分类中存在将山体阴影覆盖下植被误分成水体的问题，

提出了改进的 KNN 算法。该算法充分利用神经网络能有效区分山体阴影覆盖下植被和水体的特性，实现 BP 神经

网络与 KNN 算法的融合，整体提高了北京市密云区土地覆盖分类精度。实验结果表明：相对于 SVM、随机森林、

BP 神经网络和 KNN 算法，本文提出的算法分类精度最高，达到了 95.20%，分类精度比未改进 KNN 算法提高了

6.43%。本文提出算法的 kappa 系数在对比算法中也是最高的，达到 0.93。此外，实验结果也表明本文算法可

应用于中分辨率遥感图像分类中。

关键词：KNN 土地覆盖分类 遥感图像 BP 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 TP311.52 文献标志码 A

Application of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In Miyun District of
Beijing City Using Landsat-5 TM Remote Sensing Images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Improved KNNAlgorithm

WANG Dian-lai1, SU Ai-xia2, LIU Wen-ping3

(1.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houGang Insi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2. China

Software Testing Center , Beijing 100048, China; 3. College of Informatio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KNN algorithm misclassifies vegetation under shadow of mountain into water

area in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an improved KNN algorithm which combines the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with

KNN algorith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neural network’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gh accuracy of distinguish vegetation

under shadow of mountain from water area is propos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improved KNN algorithm is the highest compared with SVM, random forest, BP neural network and KNN

algorithm, and accuracy of classification reaches 95.20%.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improved KNN algorithm

is higher 6.43% than the unimproved KNN algorithm. The kappa coefficient of the improved KNN algorithm is also

highest among the contrasting algorithms, and reaches 0.93. In addition, the improved KNN algorithm can apply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derate 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Key words: knn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bp neural network

分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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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N分类算法是数据挖掘领域的10大经典算法之

一，由于其简单有效易于实现，所以被受关注，被广

泛应用于人脸识别、文字识别、医学图像处理等领域

[1-5,7,10-14]。KNN分类算法是基于实例学习的算法，

其分类基本思想是寻找与被预测对象最相似的k个对

象，也称邻居，由k个邻居中数目占优对象的类别决定

预测对象的类别。KNN算法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计算

量大,时间复杂度高，由于算法并不事先建立模型，在

对每一个待分对象分类时均需要计算该对象与训练样

本之间距离，并选择k个近邻，增加了计算和时间方面

的消耗；特别是过大的k值和过多的训练样本会显著增

加时间消耗；2）k值的选取无确定的标准，如果值取

得过小，则算法易受噪声的影响，使分类结果不稳定；

值取得过大，则模型偏向于将对象预测为类别数量多

的一类，分类精度下降，因此k值的选择对分类结果影

响较大。

遥感影像中存在着大量“同谱异物”和“同物异

谱”的现象，导致算法分类精度不高。KNN算法与其它

分类算法相比的优势在于能充分利用训练样本的近邻

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算法的分类精度。2005年，

李石华等指出KNN分类算法是一种常用遥感图像监督

分类方法；2013年，靳志宾等基于地理加权对KNN算法

进行改进，对高分辨率遥感图像（SPOT5，空间分辨率

2.5m）分类，分类精度达到98%以上；2014年，A.

Beaudoin, P.Y. Bernier等人基于MODIS影像（空间分

辨率为250m╳250m）使用KNN算法实现了加拿大森林属

性地图的制作； 2016年，赵理君，唐娉基于遥感数据

比较了KNN、支持向量机SVM(Vapnik,1998)、随机森林

RF（Breiman,2001）和稀疏表示SRC(Wright等，2009)

几种分类算法的优缺点及其在海量遥感数据分类过程

中的适用性;2016年，黄鸿，郑新磊将基于加权空-谱

距离的相似性度量方法与KNN算法结合用于高光谱图

像分类，分类精度达到了96.56%。通过上述文献可看

出，KNN算法在低、中、高分辨率和高光谱遥感图像分

类中有较成功的应用，其最高分类精度98%以上，KNN

分类算法可应用于遥感图像分类。

文献16通过多篇文献检索和实验结果分析表明

KNN算法在人脸识别、文字识别、医学图像处理等应用

中取得了良好的分类效果，结合本文前面分析KNN算法

在遥感图像方面的成功应用，因此有足够的文献证据

表明KNN算法是一种应用和发展前景良好的算法。

本文将KNN算法应用到中分辨率（Landsat-5 TM）

遥感图像分类中，并针对分类中存在的不足和北京市

密云区土地覆盖的实际，充分利用多光谱遥感图像的

优势，引入BP神经网络对KNN算法改进，解决了山体阴

影覆盖下植被误分成水体的问题。本文提出的算法实

现了KNN算法和BP神经网络算法的融合，充分利用了两

种算法的长处，有效的解决了北京市密云区土地覆盖

分类问题。本文算法与支持向量机(SVM)、随机森林、

BP神经网络、KNN等分类算法结果对比表明，本文算法

在分类精度和Kappa两个指标上优于对比算法，KNN在

遥感图像分类结果有效，且本文将两种算法融合的方

法对其它算法的改进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1.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数据和数据处理

研究数据采用美国陆地卫星Landsat-5的TM遥感

影像，TM影像包含7个波段，空间分辨率为30米，其中

第六波段的空间分辨率为120米，TM影像的各波段参数

如表1所示。数据下载网址为https://lta.cr.usgs.gov/TM，

时间为2006年7月12号，数据的Path/Row为124/32。该

数据下载后使用ENVI4.5进行裁剪和掩膜，只保留北京

市密云区的遥感数据，本文只针对该区域进行土地覆

盖分类。研究区域的图像大小为：2531╳2376。

表1 TM 影像数据特征参数表

Table1 Band character Parameters of the Landsat-5 TM Remote Sensing image

波段号 波段 分辨率（m） 波长范围(μm)

B1 Blue 30 0.45~0.52

B2 Green 30 0.52~0.60

B3 Red 30 0.63~0.69

B4 Near IR 30 0.76~0.90

B5 SW IR 30 1.55~1.75

B6 LW IR 120 10.40~12.50

B7 SW IR 30 2.0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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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了解研究区域的土地覆盖类型，对

Lansat-5 TM多光谱图像进行假彩色图像合成，其中图

1中的图A为使用B4、B3和B2假彩色合成图像（密云水

库为蓝色，植被覆盖区为红色，密云县城区域为浅绿

色）。通过图1中图A可明显看出，2006年7月12号的北

京市密云区的遥感图像中土地覆盖类型大体可分为三

类：水体、植被和建设用地。

训练样本的选取基于上文中的三类土地覆盖类

型：水体、植被和建设用地。具体的选取方法使用ENVI

的ROI工具选取三类样本，存成相应的文件，并通过程

序读取具体的波段数据用于训练和测试。水体、植被

和建设用地三类样本数每类选取4000，包括B1~B7波

段，由于B6波段的空间分辨率与其它6个波段不同，因

此在分类中只使用了除B6波段外的6个波段。将样本集

分为2类，3000个用于训练，剩余用于验证精度。

1.2 研究方法

1.2.1 KNN 分类算法概述

KNN分类算法是一种监督分类算法，最早由Fix
和Hodges于1951年提出。它是一种应用广泛且有效的

分类算法，其分类的基本思想是对于待分类的数据样

本，首先从训练集中找出与待分类数据样本最接近（一

般定义为某种距离，如欧氏距离等）的k个近邻，然后

通过k个近邻样本中大多数的类别，确定待分数据样本

的类别。

对于一个给定的训练数据集 D 和待分类样本

),( '' yxx  ,算法计算待分类样本 x与训练数据集D

中每一个元素之间的距离或相似度，并取得 k个近邻

列表
kD 。其中， 'x 是待分样本数据, 'y 是待分样本所

属类别。

则待分类样本 x的类别判定可依据决策规则：





kii Dyx

iv
yvIytingMajorityVo

),(

' )(maxarg:
(1)

其中 v为类的标识，
iy
是第 i类的标识, )(I  是标识函

数，如果条件为真时返回1，条件为假时返回0。

1.2.2 BP 神经网络

BP 神经网络是一种误差反向传输的前馈型神经网

络，可拟合输入和输出间的非线性关系[17]。BP 神经

网络由输入层、隐含层（由一层或多层构成）和输出

层构成，隐含层是介于输入层和输出层之间的中间层，

一般 BP 神经网络的拓扑结构如图 1 所示。

BP 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由信息的正向传播和误

差的反向传播两个过程组成。信息的正向传播过程，

训练集中的输入数据从输入层、隐含层单元逐层处理

到输出层，每个神经元的状态只受上一层神经元状态

的影响。如果在输出层得到的输出不能满足预先设定

的条件，则进行误差的反向传播，调整各个神经元的

权值和阈值，直至输出满足预先设定的条件[18]。训练

过程可表示为信息的正向传播和误差的反向传播迭代

过程，直到网络的损失函数减少到预先设定的标准。

一般用均方误差作为网络的损失函数如式（2）所示：





m

i
iise ytM

1

2)(
2

1 （2）

其中，Mse是网络的均方误差，i是输出节点标号，

m是输出节点个数，ti是样本的输出值，yi是网络实际

输出值。

图 1 BP 神经网络拓扑结构

Fig. 1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BP neural network

1.2.3 基于 BP 神经网络改进的 KNN 分类算法

单纯的将KNN算法应用到北京市密云区土地覆盖

分类上存在明显不足，即由于研究区域存在较多的山

体，山体阴影会对植被有遮蔽作用，导致算法将一部

分在山体阴影覆盖下的植被误分成水体，致使分类精

度下降。值得强调的是,KNN算法在北京市密云城区的

分类精度很高，接近实际地物分类结果,因此只需寻找

一种算法，其能较好的区分植被和水体即可。实验结

果发现，BP神经网络对水体和植被的区分精度较高，

能满足分类精度要求。所以尝试将KNN和BP神经网络融

合提高整体分类精度。

算法的整体思路如下：首先，算法基于训练样本

训练BP神经网络，训练过程聚焦到水体和植被精度的

提高上，训练结束后保存经过训练BP神经网络模型。

其次，使用KNN对目标区域进行分类，如果分类目标的

分类结果为水体则使用第一步的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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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类，最终的分类结果以BP神经网络模型的分类

结果为准；否则以KNN的分类结果为准。

基于BP神经网络改进的KNN算法，保留了KNN在城

区分类中能充分利用近邻样本的特征提高分类精度的

优势，同时创造性的融合了BP神经网络在水体和植被

分类中能有效区分山体阴影覆盖下植被与水体的特

性，有效的提高了分类精度。此外，算法的复杂度并

未大幅提高，且实现较简单，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应用

价值。

1.2.3.1 BP 神经网络模型构建

针对上述问题构建BP神经网络模型对KNN算法进行

改进。BP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步骤如下：

1）确定BP神经网络结构。文献[19]研究发现三层

结构的BP神经网络可逼近任何多元多项式函数，因此，

本文模型网络选取三层结构，即输入层、隐含层和输

出层。由于模型的光谱数据为B1~B5和B7,所以输入层

节点数为6；输出节点数为分类样本类别，即为3。一

般来讲，BP神经网络隐含层节点个数由公式（3）确定

[20]。

 lnm （3）

其中，m是隐含层节点个数，n是输入层节点个数，l
是输出层节点个数，α是[1,10]之间有常数。

2）对输入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构造样本的标

签数据。将光谱数据B1~B5和B7归一化到区间[-1,1]

之间。令Y1=[1,0,0]
T
,Y2=[0,1,0]

T
,Y3=[0,0,1]

T
，Y1

表示植被，Y2表示水体，Y3表示建设用地，使用上述

向量生成样本标签数据。

3）BP神经网络的训练参数设置。输入层和输出层

的激活函数如公式（4）所示，训练期望误差为0.01,

最大迭代次数为1000次。

x

x

e

e
xf





1

1
)(

（4）

4）使用训练样本训练神经网络和模型选择。为了

避免训练结果的随机性和偶然性，采用10倍交差法进

行训练，选取与平均精度最接近的一次训练结果并保

存相应的神经网络结构和权值，完成第一步神经网络

模型的创建和训练。

1.2.3.2 基于 BP 神经网络改进的 KNN 算法主要步骤

本文算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过程：首先，遥

感图像的数据预处理、训练样本的选择、BP神经网络

模型的构建与训练和 KNN分类算法的执行几个过程，

详见图 2.
算法描述如下：

1）遥感图像数据预处理，主要包括遥感图像的下

载、校正、配准、裁切和掩膜，最终得到北京市密云

区包含B1~B7波段的遥感图像，详细见本文1.1；

2）训练校本选择与处理，主要包括本文用到的三

类样本水体、植被和城区三类样本选择，本文使用ENVI

软件中的ROI选择数据，使用程序对ROI文件进行处理，

得到三类样本的各波段数据,详见1.1；

3）BP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和训练，使用上述三类

样本，构建用于KNN分类的神经网络模型，详见

1.2.3.1；

4）KNN具体分类过程，加载待分类遥感图像数据，

加载训练样本数据，计算待分类样本 x与训练样本集

中数据之间的距离，距离采取绝对值距离；

5）将计算出的样本间距离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

序；

6）选择样本间距离集中最接近的 x的 k个样本,

即排序后的前 k个样本；

7） 统计 k个样本中各类样本的个数，将 x的类

别赋给 k个样本中个数最多的样本类别；

8）如果分类结果为水体，则使用1.2.3.1中训练

好的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再分类，如果BP神经网络判

断为植被，则该点分类结果为植被，否则为水体；

9）对研究区内的所有待分数据均执行4）~8）步；

10）判断分类是否均已完成，如果分类均完成，

则输出分类结果，算法结束；否则等待直到所有的分

类都执行完为止；

对KNN算法而言，k值的选择至关重要。k取较小值

时，模型的复杂度较高，易发生过度拟合现象，同时

学习的估计误差会增大，分类结果受近邻实例点的影

响增大；k取较大值时，模型的复杂度下降，学习估计

误差减少，学习的近似误差增大，与待分类实例较远

的训练实例也参与分类预测，可能会产生分类错误。

本文先选取较小的k值，采用10-fold 交叉验证的结果

来决定最终k值。较小的k值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算

法的时间消耗，降低了模型的时间复杂度，提高了分

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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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P-KNN 算法流程图

Fig.2 Flow chart of the BP-KNN algorithm

2.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实验环境与实验工具

实验的开发环境如下：操作系统为window8.1，开

发工具为Eclipse4.5.1， JDK1.7，遥感图像裁剪

VGTExtract，遥感图像掩模软件ENVI4.5，开发语言为

Java,基于Java语言完成数据的加载、处理、分类算法

的实现、最终结果数据和图像的输出。

2.2 实验结果

图3中的图A为Landsat-5 TM中B4、B3和B2波段使

用ENVI4.5合成的假彩色图像，其中水体呈蓝色，植被

呈红色，密云城区呈浅绿色。图A清晰的体现了密云区

的土地覆盖类型，为分类种类的确定和分类结果的比

较提供了客观依据。

图 3 中的图 B、图 C、图 D、图 E 和图 F 依次为 SVM、

随机森林、BP 神经网络、KNN 法和 BP 改进的 KNN 分类

算法的北京市密云区的土地覆盖分类结果。图 3 中图

B、图 C、图 D、图 E 和图 F 中绿色代表土地覆盖类型

为植被，蓝色为水体，棕色为建设用地。表 2 为 SVM、

随机森林、BP 神经网络、KNN 和 BP 改进的 KNN 算法的

模糊分类矩阵表。表 3 为五种算法的 Kappa 系数的对

比表。

为了更直观的对比 5 种分类算法分类结果的差

异，对图 3 中的分类结果进行局部截取，5 种算法对

建筑用地的分类结果差异较大，因此截取 5 种方法在

北京市密云城区分类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4 所示。同

时，5 种算法对山体覆盖下的植被分类也有较大差别，

而这种差别在密云区的东北角对比最明显，所以截取

密云区东北角进行结果分析，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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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类算法的模糊分类矩阵

Table 2 classification in confusion matrix for each classification method

方法名称 植被 水体 城区 总和 用户精度 (%)

SVM

植被 709 24 267 1000 70.90%

水体 30 920 50 1000 92.00%

城区 91 60 849 1000 84.90%

总和 830 1004 1166 3000

生产者精度

(%)
85.42% 91.63% 72.81% 82.60%

随机森林

（RF）

植被 水体 城区 总和
用户精度

(%)

植被 733 28 239 1000 73.30%

水体 43 930 27 1000 93.00%

城区 46 15 939 1000 93.90%

总和 822 973 1205 3000

生产者精度

(%)
89.17% 96% 77.93% 86.73%

BP 神经网

络

植被 水体 城区 总和
用户精度

(%)

植被 683 5 312 1000 68.30%

水体 5 983 12 1000 98.30%

城区 81 33 886 1000 88.60%

总和 769 1021 1210 3000

生产者精度

(%)
88.82% 96% 73.22% 85.07%

KNN 法

植被 水体 城区 总和
用户精度

(%)

植被 752 224 24 1000 75.20%

水体 22 955 23 1000 95.50%

城区 15 29 956 1000 95.60%

总和 789 1208 1003 3000

生产者精度

(%)
95.31% 79.06% 95.31% 88.77%

BP 改进的

KNN 算法

植被 水体 城区 总和
用户精度

(%)

植被 945 29 26 1000 94.50%

水体 28 953 19 1000 95.30%

城区 14 28 958 1000 95.80%

总和 987 1010 1003 3000

生产者精度

(%)
95.74% 94.36% 95.51% 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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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分类算法 Kappa 系数对比表

Table 3 Comparison of Kappa coefficient to each classification method

SVM 随机森林（RF） BP KNN BP改进的 KNN

Kappa系数 0.74 0.80 0.78 0.83 0.93

图3 北京市密云区土地覆盖与分类结果图(A.密云区假彩色合成图、B.SVM算法分类结果图、C.随机森林算法分类结果图、D.BP神

经网络分类结果图、E.KNN算法分类结果图、F.BP改进的KNN分类算法分类结果图)

图3中图A颜色标识 图3中图B~图F颜色标识

植被 城区 水体 植被 城区 水体

Fig.3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Land cover in Miyun District, Beijing city using all abov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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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北京市密云区城区土地覆盖与分类结果图(A.密云区城区假彩色合成图、B.密云区城区SVM算法分类结果图、C.密云区城区随

机森林算法分类结果图、D.密云区城区BP神经网络分类结果图、E.密云区城区KNN算法分类结果图、F.密云区城区BP改进的KNN分

类算法分类结果图)

图4中图A颜色标识 图4中图B~图F颜色标识

植被 城区 水体 植被 城区 水体

Fig.4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Land cover in urban area of Miyun District, Beijing city using all above methods.

图5 北京市密云区东北角土地覆盖与分类结果图(A.密云区假彩色合成东北角截取图、B.密云区SVM算法分类结果东北角截取图、C.

密云区随机森林算法分类结果东北角截取图、D.密云区BP神经网络分类结果东北角截取图、E.密云区KNN算法分类结果东北角截取

图、F.密云区BP改进的KNN分类算法分类结果东北角截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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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中图A颜色标识 图5中图B~图F颜色标识

植被 城区 水体 植被 城区 水体

Fig.5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Land cover in Northeast corner area of Miyun District, Beijing city using all above methods.

2.3 实验结果对比与讨论

对比图4中图A和图B~图F，可看出，从整体上来看，

图E和图F的分类结果的纹理与图A的纹理基本一致，特

别是在北京密云城区更加明显,表明KNN算法在密云城

区分类中表现出更高的精度。

对比图4中的图A和图B~图F,可更直观的看出，SVM

和BP神经网络对北京市密云城区的分类精度较低，存

在大量将植被错分成建筑用地现象。随机森林算法在

此地区的分类精度高于SVM和BP神经网络，但是与图A

对比可发现纹理有较明显差异。对比图A和图E可发现

两者纹理非常接近，主要原因是KNN算法能充分利用近

邻样本数据的信息，准确的区分了植被和建筑用地，

从而使分类结果最接近实际地物覆盖类型。本文提出

的算法是在KNN基础上的改进，因此完全沿袭了KNN算

法的优势，所以在该区域的分类结果接近实际地物覆

盖类型。通过分析图4中的各图可以看出，KNN算法在

北京市密云城区精度最高，其分类结果纹理与实际地

物覆盖类型基本一致，因此KNN算法在密云城区分类有

很大优势，这一点从表2中算法精度对比中得到印证。

通过对比图5中的各图可看出，KNN算法将山体阴

影覆盖下植被误分成水体的现象最为严重，随机森林

次之，而SVM和BP神经网络在区分山体阴影覆盖下植被

和水体时表现为良好的精度，几乎不存在误分。对比

图A、图B和图D，可看出图D的分类结果与图A的纹理更

接近，因此，BP神经网络比SVM有更好的分类效果。对

比图4中的图A和图F，可看出图F几乎不存在山体阴影

覆盖下植被误分为水体现象，并且分类结果图像的纹

理与图A非常接近，因此本文提出算法可很好的解决山

体阴影覆盖下植被误分为水体问题。

对比图4和图5中的图A和图F，可看出图F的纹理与

图A非常接近，因此本文提出的算法很好的解决了以下

两个问题：首先，提高了算法的密云城区的分类精度，

使植被误分为建筑用地的问题得以解决。其次，解决

了山体阴影覆盖下植被误分为水体的问题。

从表2可看出SVM、随机森树、BP、KNN和基于BP

改进的KNN算法的分类精度依次为：82.60%、86.73%、

85.07%、88.77%和95.20%。实验数据表明：SVM整体分

类算法最低，基于BP改进的KNN算法分类精度最高，比

KNN分类精度提高6.43%，比BP神经网络高10.13%。

基于BP改进的KNN算法充分融合KNN算法和BP神经

网络两算法优势，解决了植被误分成建筑用地和山区

阴影下植被误分成水体的问题。其分类精度达到了

95.20%。通过对比图3中图A和图F,可看出，两者在纹

理有较高的一致性，分类结果与实际地物覆盖类型基

本一致。

Kappa系数是评价分类结果一致性和信度的一种

重要指标，表3数据显示，本文算法kappa系数最高，

达到0.93，表明本文分类结果有良好的一致性。

3.结束语

本文将KNN算法应用到遥感图像分类中，并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改进。1）将BP神经网络与KNN算法融

合解决原KNN算法将山体阴影覆盖下的植被误分为水

体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算法与原算法相

比分类精度提高6.43%，分类精度达到95.20%。同时

Kappa系数在对比算法最高，达到0.93。2）本文提出

的改进的KNN算法可适用于多山且植被茂盛的中分辨

率的遥感图像土地覆盖分类。3）KNN算法能很好的利

用近邻样本的信息，在区分植被和建筑用地方面比对

比算法有优势。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算法在北京市密云区土

地覆盖分类下取得较高精度，但总体来看受到遥感数

据的制约，研究区的土地覆盖种类较单一，下一步的

研究工作将引入更复杂的土地覆盖类型和更多的区域

进行实验和改进，进一步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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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薄板带钢头部剪切控制的优化设计及应用

贾为征，马 柯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京唐运行事业部，河北 唐山 063200）

摘要：为了提高热轧薄板带钢飞剪头部剪切精度，对现有控制系统进行分析研究，找到影响剪

切精度的主要因素是速度检测和系统控制方式。通过改进现有测速方式，并利用高速中断响应

控制优化控制程序，提高了带钢头部跟踪计算的准确性。优化后的剪切控制系统运行稳定，精

准度高，取得了良好应用效果。

关键词：热轧；薄板；飞剪；头部跟踪；优化

Optimum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hear control for hot rolled sheet and strip head

JIA Wei-zheng,MA Ke

(Jingtang Operation Division,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angshan 0632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hearing accuracy of hot rolled strip in the process of flying shear

head shearing, the existing control system is analyzed and studied. It is known that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shear accuracy in the existing control system is speed detection and system control. By

reforming the existing speed measurement method, and using high-speed interrupt response control

to optimize the control program. The accuracy of calculation is improved. The optimized shear

control system runs stably and has high accuracy, and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is achieved.

Key words: hot rolling; flying shears; speed; precision; optimization

0 引言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热轧1580生产线于2018年完成了主产线的控制系统升级

改造，其主要产品有优质碳素结构钢、低合金结构钢、管线钢、汽车结构用钢、硅钢、相变诱

导塑性钢等，产品厚度 1.2～12.7mm，宽度 700～1450mm[1]。在主产线升级改造完成后一直不

断尝试一些新规格产品的轧制，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在轧制过程中飞剪的切头控制始终不尽人意，不时出现切头过大或过小的情况。通过研

究控制程序并结合现场工况调查，发现控制系统中主要是利用辊道变频器的反馈速度参与剪切

点的计算，利用热检信号作为触发条件，对速度进行积分计算最终计算出飞剪的启动时间。在

此过程中速度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控制系统中利用变频器反馈的速度计算出的线速度

与实际板坯运行速度之间的误差较大，再通过积分计算更是将误差进行了累积放大，导致了切

头不准。另外，原控制系统的控制程序通过固定的扫描周期执行，从程序执行方面也会有所延

时，影响了切头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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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因测速不准和程序执行延时导致的剪切误差，本文对自动剪切控制原理进行研究

分析，对速度检测以及控制方法进行优化改进，于 2018 年开始测试应用，使用后效果明显，

剪切精度有了大幅度提升。

1 自动剪切控制原理

当产线中间坯由粗轧向精轧运送过程中，由于头部和尾部的形状不规则并含有低温部分，

因此需要利用飞将将其切除，以利于精轧机组顺利轧制，保证成品的质量和性能。中间坯头部

剪切原理及自动控制启动条件如图 1 所示。自动切头飞剪启动条件为：

Lcnth≥Ls

Ls=( L0+ L1-∆L)-Lc

上述式中：Lcnth为中间坯头部从热检 HMD 开始实际行走的距离；Ls 为中间坯头部从 HMD 到

剪刃接触到中间坯表面这段时间中间坯运行的距离；L0为 HMD 到飞剪 CS 中心线的距离；L1

为需要切掉的头部长度（头部设定长度）；∆L 为从飞剪启动剪切到剪刃在最下方期间中间坯行

走的距离；Lc为从飞剪剪刃接触到中间坯表面到剪刃在最下方期间中间坯行走的距离。

L—中间坯头部从 HMD 到理论剪切启动点的距离。

图 1 头部剪切原理图

Fig.1 Head cutting schematic

1.1 距离计算

通过图 1 可看出，在自动剪切控制中，通过计算飞剪剪刃从等待位（220°）启动到剪刃处于

最下方（0°）过程中板坯运行的距离，来反推中间坯运行到什么位置飞剪开始启动。因此中间

坯头部的跟踪计算直接影响剪切精度。

整个剪切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2]，速度时序如图 2 所示。

106106



3

tc—中间坯被热检检得到飞剪启动命令输出的时间

；tD—从飞剪启动命令输出到设备实际动作的时间；

tB—从飞剪开始动作到目标线速度的时间； tS—从飞剪加速完成到剪切点的时间；αB—飞剪启

动加速度；Vs—中间坯运行速度；VB—飞剪剪刃目标线速度；k—速度增量系数（二级设定或人

工设定）。

图 2 剪切过程速度时序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cutting process

飞剪启动前在 220°位置进行等待，当有启动命令后以αB的加速度加速到目标速度VB，之后

匀速运行到 0°进行剪切，剪切完成后再转到等待位准备尾部剪切。整个过程板坯行走的距离为

图 2 中四边形 AGHO 的面积 SAGHO（速度对时间的积分即为距离），而整个距离可以分成几个

部分[3]：

AGHO ABKO BCJK CGHJ 0 1 C= + + = + - S S S S L L L

其中： CGHJ ΔREJ EFHJ
1= ( )S S S
k



上述式中：SABKO为四边形 ABKO 的面积，即中间坯头部从 HMD 到理论剪切启动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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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CJK 为四边形 BCJK 的面积，即飞剪从启动命令发出到设备执行这段时间中间坯运行的距离；

SCGHJ 为四边形 CGHJ 的面积，即从飞剪启动剪切到剪刃接触中间坯表面这段时间中间坯运行

的距离；SΔREJ 为三角形 REJ 的面积，即飞剪从启动加速到目标速度VB这段时间中间坯运行的

距离；SEFHJ 为为四边形 EFHJ 的面积，即从飞剪剪刃开始运动到接触中间坯表面这段时间中间

坯运行的距离。

SABKO�VStC
SBCJK= VStD

SΔREJ= �

�
�

�
�

�
�
�

�
���

�
�

��
�

αB �

���
�

�

�αB

在计算飞剪剪刃行走距离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对剪切角的补偿，即从剪刃接触到板坯表面

开始到最下方 ��之间的角度β。剪切角补偿原理如图 3 所示。

χ—飞剪上转鼓中心点到中间坯表面的垂直距离；R—飞剪剪刃轨迹所在圆的半径。

图 3 剪切角补偿原理

Fig.3 Shear angle compensation

由图 3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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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FHJ= 2πR �������觨ସ��

χ = R �� ��
�

cos� �χ/R ���
���

�

�

因此：

β = cos−1 ��
���

�

�

进行补偿计算时，

Lc = R sin�
通过以上对剪切过程及剪切角补偿计算可得到：

SABKO= Ls = L0 + L1 − Lc − �
�觨ସ�

�
�

�
�ΔREJ ���觨ସସ

= L0 + L1 − Lc − �
�
�

�
�
�

�
（

���
�

�

��
�

�

2πR ������
觨ସ��

）

通过上面的计算得到板坯走过多少距离开始启动剪切（即启动点）的判断依据，因此速度

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距离计算的准确性。对原有测速系统检查后发现中间坯运行速度�
�
波动

较大，导致测速精度不够，需要对测速系统进行改造[4]。

2 切头精度影响因素

除了中间坯运行速度对切头精度产生影响外，控制程序响应速度、传动设备执行效率对剪

切精度也有影响，需要进行相关补偿。

2.1 控制程序响应速度

从剪切控制原理的计算过程可以发现，SBCJK 这段距离就是中间坯从启动点到控制系统启

动信号输出这段时间行进的距离。理论上该时间越短越好，应尽可能地趋近于零，但是由于所

有信号的接收、处理、输出都是有响应时间的，因此需要对这段时间进行补偿。

另外，控制系统一般程序都是在主控制程序中编写，根据控制器的扫描周期进行执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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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每次执行控制程序的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这样会导致每次程序执行的时间不同，从而

影响计算补偿值。

因此在信号采集、程序处理、命令输出等方面都需要进行优化，以确保响应速度尽可能快，

并且使响应时间固定。

2.2 传动设备执行效率

在传动设备接收到命令信号后，不但要有足够快的响应速度，而且设备的执行效率和稳定

性要足够好[5]。在对飞剪主电机进行阶跃测试、稳定性测试等过程中发现，传动设备的执行效

率可以满足需求，启动的稳定性也较好，通过对传动设备的性能监测，仅需要对部分参数进行

优化即可。

3 自动剪切系统优化

通过对剪切系统中的几个重要部分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的剪切控制系统进

行整改优化。

3.1 测速系统改造

如前所述，中间坯运行速度原来利用变频器反馈的速度计算，在启动点计算时存在累积误

差。为提高速度测量的准确性，在剪前辊道距离 HMD 下游 5m 的电机上加装测速编码器。根

据剪前辊道速度与实际工况进行数据分析，得到精准的中间坯运行速度，从而准确计算头部剪

切启动点的位置。

新增的测速编码器接入新控制系统的编码器模块，在编码器模块的中断设置中进行配置，

对编码器测得的线速度进行调试，使编码器反映出的中间坯线速度准确。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现场辊道的辊径由于长时间磨损已经变细，对线速度计算产生了影响，

因此定期对辊道辊径进行检查，及时更换辊子，以确保速度检测的准确性。

修改测速方式后，通过一段时间的统计发现检测距离的准确性有了提高，通过对头尾剪切

的累计观察，剪切精准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3.2 控制程序优化

系统升级改造的同时，对控制程序进行优化[6]，在控制器中利用中断的方式调用剪切程序。

以热检的检得信号作为初始计算值启动信号，并对剪切踪长度进行编码器码值换算，将换算结

果作为编码器模块中断程序触发条件。这样通过硬件直接产生信号的方式不参与主程序的扫描，

缩短了信号采集执行的时间，并且直接触发中断程序后，中断程序的优先级要高于所有执行程

序，在控制执行上也缩短了时间。另外，这种模式下检测、控制的执行周期固定，不会受控制

器扫描周期的影响，使补偿时间相对固定，前述计算更加准确。

4 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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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热轧 1580 生产线剪切系统优化改造后，板坯头尾剪切的精度有了明显改善。通过统计

优化前后的生产数据进行剪切准确率对比，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优化后的剪切精度较改造

前有明显提高。

表 1 优化前后剪切准确率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optimized shear accuracy

优化前
时间/(年-月) 2017-01 2017-02 2017-03 2017-04 2017-05 2017-06 2017-07

平均偏差/% ±3.2 ±3.5 ±2.9 ±3.3 ±3.1 ±3.7 ±3.4

优化后
时间/(年-月) 2018-10 2018-11 2018-12 2019-01 2019-02 2019-03 2019-04

平均偏差/% ±1.7 ±1.9 ±1.5 ±1.7 ±1.4 ±1.2 ±1.3

平均偏差=（设定长度-实际长度）/设定长度*100%

5 结论

通过对热轧 1580 飞剪控制系统的深入分析研究，找到控制系统中影响剪切精准度的核心

因素，对几个因素的改造可行性进行分析后，制定优化改造方案。通过对速度检测、信号采集、

程序执行等几方面的优化，使剪切的精准度有了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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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炼钢厂天车视频监控系统
刘雪昭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 唐山 063000）

摘要：吊运渣灌，脱硫进站，脱磷、脱碳兑铁炼钢，精炼钢水进站，吊运钢水上铸机，吊运中

间包等等是炼钢厂内各个工序中的一小部分，这些工序的衔接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设备---天

车。天车是炼钢厂内各工序的重要桥梁，它的稳定性直接关乎整个生产线的状态。视频监控系

统，实时监测天车运行数据，重点部位、重点设备设置使用寿命监测报警，统计、分析数据，

及早发现故障源，地面站总站，可同时监测所有天车，调取数据，更方便的提高工作效率与日

常维护管理。

关键词：视频监控，无线通讯，编码器，PLC，天车

Discussion on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of crown block in steelmaking plant

Liu Xue zhao

(Tangshan ShouXin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Hebei 063200)

Absrtact: Slag pouring, desulfurization, dephosphorization, decarburization and iron smelting,

refining molten steel entering, casting machine lifting, tundish lifting, etc. are a small part

of each process in the steel plant. The connection of these processes is inseparable from an

important equipment - crown block. Crown block is an important bridge in every process of

steelmaking plant, its stabil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tate of the whole production line.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real-time monitoring of crane operation data, key parts, key equipment

set life monitoring alarm, statistics, analysis of data, early detection of fault sources, ground

station terminal, can monitor all cranes at the same time, access to data, more convenient to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daily maintenance management.

Key words: Video monitoring, wireless communication, encoder, PLC, crown block

0 前言

本项目的实施可实时监测天车电气控制系统的运行状况，依据统计数据来判断隐藏的故障

源，提高关键部件的寿命，从根本上排除频繁故障的诱因，降低备件成本和突发故障发生频率，

更方便的提高工作人员对天车电气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可靠性。

1 系统框架

炼钢厂内共有 6个轨道跨，15 台天车安装视频监控系统，框架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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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视频监控系统框架图

2 硬件部分

2.1 起重量

起重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需要对起升机构的实际起重量进行监控，因此需要电子秤或起重

量限制器提供起重信息，用于对起升机构的吊载进行测量和限制。

现场起重量吨位数据读取分为三种形式：

1）4 台小吨位变频天车，将起重量限制器传感器后端增加起重量信号转换单元，DC24V

电源供电，将传感器信号分为 4-20mA 与原传感器信号，进而获取相关数据，如图 2。

图 2 起重量信号分离图

2）1 台小吨位电阻桥压天车，将起重量限制器的传感器输出为 V 级的电压信号，直接将

电压并联到 PLC 中，获取相关数据。

3）10 台 480t 天车，称重系统的重量信号已经接入原天车 PLC 系统，从原车 PLC 系统直

接读取。

2.2 起升高度、下降深度、运行行程

1）限位开关：

起升、小车、大车机构，用于检测是否到了停止、减速这些位置，其输出的是开关量信号。

14 台变频器天车，原车 PLC 系统均已采集限位信号，因此视频系统直接从原车 PLC 系统读取。

2）绝对值编码器

用于实时采集各机构运行行程的具体位置，并通过 4-20mA 信号或总线信号传输给 PLC。

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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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场编码器

3）起升机构制动器状态

在制动器安装接近开关，当制动器打开，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则表明制动器打开，相关信

号接入 PLC，实现对起升机构制动器状态的检测。

2.3 变频器运行电流、电压

1）10 台 480t 天车，变频器运行数据已经接入原天车 PLC 系统，直接从原车 PLC 系统直

接获取。

2）小吨位天车需要从变频器读取。设置如下：

①更改变频器 CUVC 板 X102 端子排跳线，改为 0~20mA 电流信号，并将信号线接入视频监

控系统。

②修改变频器参数：

设置 CUVC 板 X102 第一通道输出变频器运行电流信号（P640.1=22），第二通道输出变频器

运行电压信号（P640.1=21）；

设置额定电流、电压：P350=（P102），P351=（P101）；

调整 CU 板模拟输出的比例增益：P643.2=-20，P643.1=-20；

调整 CU 板模拟输出的偏差：P644.2=10，P644.1=10；

2.4 视频系统

通过增设摄像头对起升机构吊点和滚筒、大车轨道、司机室等部位进行全面监控。

2.5 维护站、PLC 站、无线通讯站

天车电气室维护站，主要由电脑主机、显示器、DC24V 编码器、2个 2P 断路器组成，它通

过开发软件，将视频系统采集的数据及监测报警系统等显示出来，让工作人员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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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天车维护站

UPS，采用 APC 型号，具有断电再得电后自动重启的功能，它是整个视频监控系统供电的

源头、核心，为视频监控系统提供稳定的 AC220V，并在断电后，由储备电池供电，保持系统

运行一段时间，记录故障。

图 5 视频监控 UPS

PLC 站：PLC 系统读取各机构计米轮数据，并进行处理，同时，调整、标定计米轮等，读

取称重、变频器运行点、电流等数据。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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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LC 站

无线通讯站：天车无线通讯站分车载和轨道终端，通过无线通讯将数据传输到维护站，方

便维护人员统一调用。电气原理图如下：

1）无线通讯站（车载），如图 7

图 7 无线通信站（车载）

2）无线通讯站（轨道终端），如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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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无线通讯站（轨道终端）

3 软件部分

3.1 天车软件系统

天车维护站系统采用的是 MHCIMS（起重机信息管理系统），它是大连美恒时代科技有限公

司专门针对起重机行业开发的产品，工作性能高，可操作性强。

1）登录界面

打开起重机维护站,界面自动显示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系统默认三个用户：一般用户、

高级用户和管理员。不同用户权限不同，如需修改权限、用户和密码，可登陆管理员权限进行

修改。

图 9 登录界面

2）全车总览

全车总览显示全车的电流、档位、运行行程和起升高度等重要数据，由于分屏需要，一般

情况下将画面停留在该画面。如图 10

状态的显示方式分为：

①数字显示：例如档位；

②符号显示：例如司机室启动，红色表示停止，绿色表示启动；

③图片显示：例如电机，绿色表示运行，灰色表示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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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全车总览

3）机构分览

各机构分览画面用于运显示对应机构实时运行情况，与全车总览类似，以符号和数字表示

对应机构的实时数据。如图 11

图 11 主起升机构分览

4）数据、趋势

数据记录由各机构的趋势曲线和数据报表组成，可以查看历史时间段的数据记录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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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曲线以曲线形式显示系统各种变量的实时或变化趋势，默认情况下显示的实时变化曲

线。如图 12

图 12 默认趋势曲线

自定义曲线，点击自定义按钮，打开自定义曲线界面，该界面与之前不同的是没有预置曲

线。可以根据要求选取任意变量查看其数据变化曲线。如图 13

图 13 自定义趋势曲线

数据报表以数据表格的形式显示某一时间段各机构重要变量的变化情况。如图 14

①选择起始日期时间和结束日期时间。

119119



注：起始日期时间必须早结束日期时间，且时间间隔不能大于 20min。

②点击查询按钮，则表格显示该时间段内预置好的变量的数据。

③如果这段时间数据还在变化，点击更新按钮，可将新数据更新至表格。

④点击保存按钮，将查询结果保存到 Excel 表格。

图 14 数据报表

3.2 报警查询

MHCIMS V2.0 可自动监测异常数据，并存储至数据库中，并提供简单查询方式，该功能模

块分为实时报警显示和历史报警查询两个部分。顾名思义实时报警可实时显示系统中的当前报

警信息，历史报警可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历史报警信息。

图 15 历史报警显示

图 16 实时报警显示

3.3 地面站软件系统

主界面由运行总览、健康管理、故障诊断、系统管理页面组成。

1）运行总览用于显示起重机运行状态信息及档位信息。界面如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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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运行总览

2）健康管理显示报警频率排序和时间报警趋势。

图 18 报警频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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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时间报警趋势

3）故障报警，界面包括故障查询，故障诊断，更新，保存功能。

①查询：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数据

②故障诊断：显示所选故障故障描述及操作帮助

③更新：显示最新 100 条故障信息

故障诊断查询页面，如图 20

20 故障报警查询

4）系统管理

为保证系统信息安全，MHCIMS V2.0 系统设置了分级权。例如，高级用户可以设置设备，

更改设备报警限值等，但一般用户无法进行此操作。不同权限不同用户设置了不同的登录用户

名和密码，方便维护人员的管理与使用。

4 维护

4.1 工控机常见故障

1）黑屏

故障现象：启动后显示器画面黑屏，出现一行故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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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原因：要根据故障提示分析，一般由于系统文件丢失、或者硬盘损坏造成。

解决办法：如果是系统文件丢失造成的，要 ghost 恢复系统；如果是硬盘损坏造成的，建

议更换硬盘。

2）蓝屏

故障现场：启动后或运行中，显示器画面蓝屏，可能会自动重启。

故障原因：一般是系统或硬件原因导致的。

解决办法：要 ghost 恢复系统；如果故障依旧需要重装系统。

3）无法开机

故障现象：工控机按开机按钮，工控机无反应。

故障原因：一般由于工控机电源模块损坏造成。

解决办法：先查看接线端子是否有 24V 直流电，如果无电，则查线；如果有电，联系供应

商处理。

4）断电后无法自启动

故障现象：市电断电后，通过 UPS 会控制工控机关机，市电到来后，会控制工控机自动启

动，但是出现无法自起的情况。

故障原因：一般是由于工控机 BIOS 来电自启设置异常，需要重新设置。

解决办法：工控机启动后，进入操作系统前，进入 BIOS 界面，进行来电自启设置。

4.2 显示器常见故障

1）无显示

故障现象：工控机开机后，显示器无显示。

故障原因：一般由于显示器的 VGA 线缆或电源接口松动导致。

解决办法：重新接插电源接口电缆和 VGA 电缆。

2）色差大

故障现象：显示器色彩不正常，颜色偏差大。

故障原因：一般由于显示器的 VGA 线缆接口松动，或显示器本身故障导致。

解决办法：固定 VGA 线缆或更换显示器。

3）无触摸

故障现象：触摸功能不好用。

故障原因：触摸屏驱动安装不正常或驱动软件运行过程中损坏。

解决办法：检查用于触摸的串口线缆，确认无误后重新安装触摸屏驱动并进行校准。

4）画面消失

故障现象：启动 30 分钟左右，自动画面消失，显示器无显示。

故障原因：一般由于工控机显示器自动关闭，工控机自动休眠造成，硬盘自动关闭造成。

解决办法：因美恒使用的工控机配套 win7 系统，默认有显示器关闭、自动休眠、自动关

闭硬盘设置，在电源管理中，对以上设置均需要选择：从不。

4.3 UPS 电源故障

1）不续电

故障现象：UPS 电源市电断电后，后端无输出。

故障原因：电池到寿命或电池损坏。

解决办法：更换 UPS 或更换电池。

2）故障报警

故障现象：UPS 电源总滴滴报警

故障原因：UPS 本身故障

解决办法：更换 UPS 或更换电池。

4.4 软件故障

1）软件崩溃

故障现象：软件不明原因的崩溃（卡死、闪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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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原因：一般由于软件本身故障导致。

解决办法：重启软件 VS 服务器或重启操作系统。

2）通讯中断

故障现象：画面中弹出与 PLC 通讯中断。

故障原因：一般由于网线接触不良或者软件本身故障导致。

解决办法：重新插接网线或者重启软件 AS 服务器。

5 结论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产品的高速发展，起重机行业对信息化管理的功能需求趋于多样化，

对工业信息化产品的稳定性、准确性和安全性等基本指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着重介绍

了大连美恒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专门针对起重机行业开发的产品 MHCIMS（起重机信息管理系统）

在京唐公司炼钢厂天车上的应用，可视化系统，一目了然，操作简单易懂，数据传输可靠，同

时为维护工作带来便利，提高工作效率，且监测设备寿命，提前消除设备隐患，降低突发故障

率。提高了天车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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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硫酸钠在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的作用及机理研究
苏建芳 肖巧斌 王中明 刘方 谭欣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矿物加工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628）

摘 要：通过方铅矿单矿物浮选试验、吸附量测定、红外光谱检测和电化学计算等手段，研究了亚硫酸钠在乙硫氮-方铅

矿浮选体系中的作用及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方铅矿浮选的最佳乙硫氮浓度为 4×10
-5
mol/L，方

铅矿浮选的最佳 pH 范围为 6~11；乙硫氮与方铅矿表面相互作用形成的疏水性产物主要为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PbD2）；

中性及碱性条件下在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添加亚硫酸钠后红外光谱特征吸收峰增强；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的矿浆

pH 随着亚硫酸钠的添加而升高，方铅矿的自身氧化反映随着矿浆 pH 值得升高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从而使方铅矿可浮性

变好。

关键词：亚硫酸钠；乙硫氮；方铅矿；吸附；电化学计算；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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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Sodium Sulfite in

Diethyldithiocarbamate-Galena Flotation System
Su Jianfang Xiao Qiaobin Wang Zhongming Liufang Tanxi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neral Proces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GRIMM Technology Group, Beijing 102628, China)

Abstract: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sodium sulfite in diethyldithiocarbamate-galena flotation system were studied by means of

pure mineral flotation tests, adsorption quantity determination,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electrochemical calcu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diethyldithiocarbamate-galena flotation system, 4×10-5mol/L diethyldithiocarbamate was considered as the

optimum collector concentration and pH 6~11 as the appropriate pH value range. The hydrophobic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ethyldithiocarbamate and galena is diethyldithiocarbamate lead. In the neutral or alkaline flotation system, the infrared spectrum

characteristic absorption peak of diethyldithiocarbamate lead was stronger with the addition of sodium sulfite. The addition of sodium

sulfite could improve the pulp pH value, which would inhibit the galena oxidation and then promote the galena flotation.

Key words: Sodium sulfite;Diethyldithiocarbamate;Galena;Adsorption;Electrochemical calculation; Flotation

生产实践中乙硫氮因其用量低、选择性高而常作为方铅矿的捕收剂
[1,2]

；亚硫酸钠常与硫酸锌配合使用

作为铅锌矿浮选分离体系中闪锌矿的抑制剂。关于亚硫酸钠抑制闪锌矿浮选的机理，选矿工作者研究较多，

其中包括：在锌矿物表面形成亚硫酸锌亲水层；形成亚硫酸铜，降低溶液中铜离子的浓度从而削弱铜离子

对闪锌矿的活化作用等
[3]
。在现有文献资料中，关于亚硫酸钠在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的作用及理论研

究报道较少。本文通过方铅矿单矿物浮选试验、吸附量测定、红外光谱测试和电化学计算等手段，研究了

亚硫酸钠在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的作用及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乙硫氮

与方

铅矿表面相互作用形成的疏水性产物主要为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矿浆 pH 值随着亚硫酸钠的添加而升

高，方铅矿的自身氧化反应随着矿浆 pH 值的升高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从而使方铅矿可浮性变好。

1 试验材料

1.1 试验矿样

单矿物浮选试验和药剂吸附试验采用的方铅矿单矿物取自云南，加工至-0.075+0.038mm 粒级，其纯度

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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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方铅矿纯度

Table 1 Purity of galena

矿物名称 矿物含量 产地

方铅矿 99.12% 云南

1.2 试验试剂及仪器

试验试剂包括矿浆调整剂氢氧化钠、盐酸、亚硫酸钠，方铅矿捕收剂乙硫氮和起泡剂松醇油。所用设

备主要有单矿物挂槽式浮选机、pH 计、冷冻离心机、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和恒温

磁力搅拌器等。

2 研究方法

2.1 单矿物浮选试验

方铅矿单矿物浮选试验流程如图 1所示。

起泡剂 2min
捕收剂 2min
抑制剂 2min

pH 调整剂 2min

尾矿精矿

调浆 2min

浮 选

图 1 方铅矿单矿物浮选试验流程

Fig.1 Flowsheet of galena flotation

2.2 吸附量测定

往装有 1.0g 方铅矿纯矿物的离心管中加入 35mL 蒸馏水，根据试验条件搅拌调浆-高速离心后取离心管

上清液进行紫外光谱测定，离心管上清液的乙硫氮浓度可对照事先绘制好的

乙硫氮溶液标准曲线得出。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的吸附量可以按式（1）计算得出：

� � ���� ��
�

（1）

式中：Γ—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上的吸附量，mol/g；C0—乙硫氮与方铅矿作用前矿浆中乙硫氮的初始浓度，

mol/L；C—乙硫氮与方铅矿作用后矿浆中乙硫氮的浓度，mol/L；V—矿浆体积，L；m—方铅矿质量，g。

2.3 红外光谱测定

每次称取 1g 方铅矿纯矿物在玛瑙研钵中研磨至-2μm，累积至一定量之后将矿物粉末混匀。试验时每

次称取 0.5g 已研磨至-2μm 的矿物粉末至 40ml 烧杯中，加入一定量蒸馏水，置于恒温磁力搅拌器上进行

搅拌 2min，用 HCl 和 NaOH 调节矿浆 pH 值，搅拌 2 min，依次加入浮选药剂，搅拌 2 min。作用充分后将

矿浆过滤，固体矿物放入真空干燥箱中进行干燥。干燥后的固体粉末用 Nicolet FTIR-740 型傅立叶变

换红外光谱仪进行红外光谱测试。测量时将已干燥的固体样品与 KBr 粉末一起在玛瑙研钵中进行细磨并使

2g矿样+35mL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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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混合均匀。然后将已磨好混匀的物料放在专用模具上进行压片，然后将片状样品置于样品架上进行测试。

3 试验结果与讨论

3.1 方铅矿单矿物浮选试验结果

考察了矿浆 pH 值、乙硫氮浓度、亚硫酸钠浓度等因素对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方铅矿浮选行为的

影响。

3.1.1 pH 值对方铅矿浮选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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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H 值对方铅矿浮选行为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pH value on galena flotation

图 2 为乙硫氮浓度为 4×10
-5
mol/L 时，pH 值对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方铅矿浮选行为的影响。由图

可知，当矿浆 pH 值为 6～11 时，方铅矿可浮性较好。为了试验操作便利，后续单矿物浮选试验在自然矿浆

pH 值（7 左右）条件下进行。

3.1.2 乙硫氮浓度对方铅矿浮选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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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乙硫氮浓度对方铅矿浮选行为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diethyldithiocarbamate concentrations on galena flotation

图 3 为自然 pH 值条件下，乙硫氮浓度对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方铅矿浮选行为的影响。由图可知，

方铅矿浮选回收率随着乙硫氮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当乙硫氮浓度高于 4×10
-5
mol/L 时，方铅矿浮选回

收率趋于稳定。后续试验确定乙硫氮的浓度为 4×10
-5
mol/L。

3.1.3 亚硫酸钠浓度对方铅矿浮选行为的影响

0 2 4 6 8 10 12 14
60

70

80

90

100

 

 

回
收

率
/
%

亚硫酸钠浓 度/(10-4mol/L)

图 4 亚硫酸钠浓度对方铅矿浮选行为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Na2SO3 concentration on galena flotation

图 4 为自然 pH 值条件下，乙硫氮浓度为 4×10
-5
mol/L 时亚硫酸钠浓度对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方

铅矿浮选行为的影响。由图可知，随着亚硫酸钠浓度的增加，方铅矿浮选回收率从 78.12%上升到 96.88%。

由此说明，添加适量的亚硫酸钠有利于提高方铅矿的可浮性。

3.2 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上的吸附量测定结果

考察了矿浆 pH 值、乙硫氮浓度、亚硫酸钠浓度等因素对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上吸附行为的影响。

3.2.1 pH 值对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上吸附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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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H 值对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吸附行为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pH on diethyldithiocarbamate adsorptions on galena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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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为乙硫氮浓度为 4×10
-5
mol/L 时 pH 值对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吸附行为

的影响。由图可知，随着 pH 值的升高，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上的吸附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当矿浆

pH 值为 6～11 时，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上的吸附量较大，这与图 2 单矿物浮选试验结果一致。为了试验操

作便利，后续药剂吸附试验在自然矿浆 pH 值（7左右）条件下进行。

3.2.2 乙硫氮浓度对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吸附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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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乙硫氮初始浓度对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吸附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initial concentration on diethyldithiocarbamate adsorptions on galena surface

图 6 为自然 pH 值条件下，乙硫氮浓度对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上吸附量的影

响。由图可知，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的吸附量随着乙硫氮初始浓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与图 3 单矿物浮选试

验结果一致。

3.2.3 亚硫酸钠浓度对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吸附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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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亚硫酸钠浓度对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上吸附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Na2SO3 concentration on diethyldithiocarbamate adsorptions on galena surface

图 7 为自然 pH 值条件下乙硫氮浓度为 4×10
-5
mol/L 时亚硫酸钠浓度对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乙硫

氮在方铅矿表面上吸附量的影响。由图可知，随着亚硫酸钠浓度的增加，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上的吸附量

从 12.37×10
-7
mol/g 上升到 15.01×10

-7
mol/g。由此说明，添加适量的亚硫酸钠有利于促进乙硫氮在方铅矿

表面上的吸附。这与图 4单矿物浮选试验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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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亚硫酸钠在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的作用机理研究

通过红外光谱检测和电化学计算等手段对亚硫酸钠在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研

究。

3.3.1 乙硫氮与方铅矿表面相互作用的红外光谱特征

图 8 和图 9分别为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PbD2）和乙硫氮的红外光谱图
[4-7]

。

图 10 为不同 pH 值（pH 2.60～12.12）条件下乙硫氮（0.8×10
-3
mol/L）与方铅矿表面相互作用的红外

光谱图。图 9为亚硫酸钠（2×10
-2
mol/L）添加前后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乙硫氮（0.8×10

-3
mol/L）与

方铅矿表面相互作用的红外光谱图。

由图 10 可知，在试验 pH 值范围内，方铅矿表面在 1460、1421、1351、1270、1200、1138、1071、981、

900 和 839cm
-1
附近出现了红外特征吸收峰，这与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PbD2）的红外特征吸收峰相吻合，

说明乙硫氮与方铅矿表面相互作用形成的疏水性产物主要为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
[4-6]

。当 pH 10.45 时的

红外特征峰吸收强度最强，这与图 2 单矿物浮选试验结果及图 5 吸附量测定结果基本一致。

由图 11 可知，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无论亚硫酸钠添加与否，乙硫氮与方铅矿作用的红外光谱

图（1 号、2 号）在 1483.4、1418.6、1269.3、1205.3、1140.4、1077.2、983.4、908.4 和 839.6cm
-1
附近

出现了特征吸收峰，这与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的红外特征吸收峰相吻合，说明方铅矿表面均生成了二

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由图 11 还可以看出，添加亚硫酸钠后，乙硫氮与方铅矿表面相互作用的红外光谱

特征吸收峰强度更强。

Wavenumbers(cm-1)
图 8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红外光谱图

Fig.8 Infrared spectrums of lead diethyl dithiocarbamate

Wavenumbers(cm-1)
图 9 乙硫氮红外光谱图

Fig.9 Infrared spectrums of diethyl dithiocarba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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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 pH 值条件下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吸附的红外光谱图

Fig.10 Infrared spectrums of diethyl dithiocarbamate adsorptions on galena in different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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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亚硫酸钠添加前后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吸附的红外光谱图

Fig.11 Infrared spectrums of diethyl dithiocarbamate adsorptions on galena surface before and after sodium sulfite ad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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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的电化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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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Na2SO3浓度对矿浆 pH值的影响

Fig.12 Effect of Na2SO3 concentration on pulp pH

图 12 为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亚硫酸钠浓度对矿浆 pH 值的影响。由图 12 可知，在乙硫氮-方铅矿

浮选体系中添加一定量的亚硫酸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矿浆 pH 值。

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理论上涉及如下反应
[8-11]

：

1）方铅矿自身氧化反应

弱酸性条件下： PbS → Pb2+ + S� + 2e�1 E0=0.354V （2）
弱碱性条件下： PbS + H2O → PbO + S� + 2H+ + 2e�1 E0=0.7327V （3）
2）乙硫氮与方铅矿相互作用

PbS + 2D� → PbD2 + S + 2e�1 E0=-0.301V （4）
2PbS + 4D� + 3H2O → 2PbD2 + S2O3

2� + 6H+ + 8e�1 E0=0.082V （5）
3）乙硫氮氧化反应

2D� → D2 + 2e�1 E0=-0.015V （6）
从热力学角度分析，式（4）的可逆电位比式（6）的可逆电位更负，因此常规浮选条件下乙硫氮-方铅

矿浮选体系中乙硫氮与方铅矿表面相互作用的产物应为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PbD2）。

用 Er 表示可逆电位，用η表示过电位，用 E’表示析出电位，则析出电位 E’=Er+η。阳极反应能够

发生的前提条件为析出电位小于电极电位。

用 E0’表示方铅矿自身氧化反应析出电位，用 ED’表示乙硫氮与方铅矿反应的析出电位，用ΔE’表示

上述两种反应的差：

' ' '
D 0 Dr 0r D 0E = E -E = E -E + ( - ) 

（7）

若ΔE’>0，则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主要发生方铅矿的自身氧化反应；若ΔE’<0，则乙硫氮与方铅矿

表面相互作用的反应占主导地位。

在弱酸性条件下，设矿浆 pH 6.5，乙硫氮浓度为 4×10
-5
mol/L，其余可溶性离子的浓度为 10

-6
mol/L，

则可计算得出ΔE’=-0.218+（ηD-η0）。

在碱性条件下，设矿浆 pH 9.5，乙硫氮浓度为 4×10
-5
mol/L，其余可溶性离子的浓度为 10

-6
mol/L，则

可计算得出ΔE’=-0.8516 +（ηD-η0）

中性及碱性条件下上述反应可看作同分子碰撞和同电子反应，故ηD-η0=0，因此ΔE’<0。因此当矿浆

呈中性或碱性条件时，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乙硫氮与方铅矿表面相互作用生成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

铅的反应占主导地位，且 pH 越高，生成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铅的反应越容易，方铅矿表面的自身氧化反

应越不容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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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加入强碱弱酸盐亚硫酸钠，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矿浆 pH 值，

使方铅矿的自身氧化反应受到抑制，从而促使方铅矿的可浮性变好。

4 结论

1）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方铅矿浮选的最佳乙硫氮浓度为 4×10
-5
mol/L，方铅矿浮选的最佳 pH

范围为 6~11。在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添加适量亚硫酸钠，方铅矿可浮性变好，浮选回收率升高。

2）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当矿浆 pH 为 6~11 时，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上的吸附量较大。在乙硫

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添加适量亚硫酸钠后，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的吸附量变大。吸附量试验结果与单矿物

浮选试验结果相吻合。

3）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乙硫氮与方铅矿表面相互作用形成的疏水性产物主要为二乙基二硫代

氨基甲酸铅，中性条件下在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添加亚硫酸钠后乙硫氮在方铅矿表面吸附的红外光谱

特征吸收峰更强。

4）在乙硫氮-方铅矿浮选体系中加入强碱弱酸盐亚硫酸钠，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矿浆 pH，使方铅矿的

自身氧化反应受到抑制，从而促使方铅矿的可浮性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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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矿山数字化炸药爆破设计与施工技术

段云1.2；龚兵;李国仲；杨震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100160）

摘要：为实现露天矿山炸药爆破设计与施工作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开发了一套钻孔精确定位、炮孔

岩性识别、多功能混装车能量匹配装药的数字化技术及其配套软件系统。硬件包括便携式高精度 GPS 测量

设备、安装在钻机上的钻孔搜寻定位和钻孔岩性感知终端系统、多功能装药车精确定位和能量可调控制系

统，以及矿区无线数据传输系统，终端系统主要由 GPS OEM 板卡、4G 传输设备、主要工作参数传感器组

成；数据传输系统由数字化爆破设计平台、矿区专用无线传输设施组成。软件包括采用 LabVIEW 和 VC++

编程的定位寻孔软件，基于 C#语言调用 AutoCAD 接口编程开发地质地形图匹配的数字化爆破设计软件，

基于 GIS 的钻机远程监控管理软件。生产应用试验表明，该项新技术可显著提高露天矿山生产爆破设计和

施工作业水平，有效改善生产爆破效果。

关键词：爆破设计软件；GPS OEM；牙轮钻机；岩性识别；多功能装药车

ANew Technology for Digital Drilling and Automatic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Yun Duan, Bing Gong and Guozhong Li，Yang zhen

BGRIMM Technology Group（Beijing, China. 100160)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rotary drilling in surface mines, a mo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digital drilling and automatic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was developed, which including both

hardware and software system. In the aspect of hardware, we designed a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lithology

perception terminal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GPS OEM board,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and sensors of

measuring major parameters, and a wireless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 which combines digital blasting platform and

wireless transmission facilities. In the aspect of software, we developed the Navigation Software of locating blast

holes using LabView and C++, and the Blasthole Design Software using AutoCAD ActiveX (C#) technologies.

This new technology is applied in Jiangxi Dexing Copper Mine, and initially realizing the digitization of drilling

and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in blasting zone.

Keywords：design process of holes network; GPS OEM; blasthole drill; charging car;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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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研究开发精确、可靠的矿山炸药爆破设计、爆破作业以及爆破效

果评价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已成为矿山炸药爆破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1-10]。本文基于高

精度 GPS RTK商用连续导航和定位系统，开发了一套手持式高精度测量设备、由 GPS OEM

板卡、PLC控制器、钻机主要工作参数传感器等组成的露天矿山牙轮钻机自动寻孔终端以及多

功能混装车精确装药控制系统，实现了露天矿山前排炮孔设计的快速测量、爆破孔网参数的数

字化设计、通过牙轮钻机工作扭矩、轴压、钻进速率参数的连续采集，间接获取钻孔穿过矿岩

的性质、爆破设计软件根据反馈炮孔坐标参数和岩性参数精确计算炮孔需要的炸药能量性能、

多功能混装车通过反馈的炮孔实际装药参数，在爆破作业区自动装填匹配的混装炸药，整个系

统力图实现露天爆破设计、钻孔设计、钻孔作业、爆区岩性识别、装药车能量可调和精确装药

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2 系统组成与功能

露天矿山装药爆破设计施工数字化系统如图 1所示。系统由便携式高精度 GPS测量设备、

爆破设计软件、牙轮钻机、多功能混装车等组成，首先由爆破作业人员手持便携式高精度 GPS

设备测量爆破区域台阶前排孔坐标，通过 4G或WiFi无线局域网将信息上传到云平台数据库，

爆破作业人员通过电脑读取前排孔坐标进行爆破参数设计并将设计孔网参数上传到云平台数

据库，钻机作业人员开机读取孔网参数坐标并辅助钻机操作人员钻孔，在钻机穿孔过程中由安

装的岩性识别系统自动识别炮孔岩性参数并回传到云平台服务器数据库，爆破设计系统根据设

计孔网参数以及钻机反馈后孔网参数和岩性参数，通过计算模型调整实际炮孔装药量和炸药性

能参数并下发到地面站或装药车，地面站工作人员或装药车作业人员根据爆区炮孔需要的炸药

信息调配装填混装车半成品比例，混装车到现场作业区根据 GPS引导的坐标和装药量自动装

填相匹配的炸药，并将实际装药反馈到云平台服务器。

2.1手持式 GPS测量设备

爆破孔网前排孔设计需要精确测量台阶边界线坐标，采用最新 GPS OEM板卡开发手持式

高精度测量设备，支持 GPS、BD、GLNASS等主流卫星，将 BD、GPS卫星定位与钻机定位

基准站相结合，测量精度为 cm级，将台阶边界线测量数据实时或离线上传到爆破管理平台数

据库，为爆破设计人员后续炮孔设计提供参考。图 2是手持便携式 GPS测量设备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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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钻机精确定位系统

针对矿山设备工作环境的恶劣性，开发基于 GPS、BD、GLNASS卫星定位精确定位终端系统，

该系统为牙轮钻机、多功能装药车等车辆提供导航、监控、作业指引、高精度测量等功能，配

合基准站设备，可以实时获取作业车辆 cm级精度的位置、航向和姿态，引导车辆根据事先设

定的路线、孔位或者任意设定的路线行驶，提高作业设备的施工精度，降低对操作人员的技能

要求和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图 3是车载定位终端硬件图，图 4是辅助钻机穿孔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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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功能装药车作业系统

在现有多功能混装车部署精确定位系统和改造装药能量调节控制系统，实现装药车在爆区

作业区，根据钻机定位系统反馈回的实际炮孔坐标进行装药，同时根据识别炮孔岩性参数和爆

破设计软件调整后的炮孔需要装药性能和实际装药量，指导装药车现场精确装药并反馈实际装

药信息。图 7是多功能混装炸药车，图 8是混装车控制系统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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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机辅助寻孔功能主要实现辅助钻机司机完成寻找孔位的功能，爆破设计人员通过爆破

设计软件设计出爆破区域孔网坐标，上传到服务器供钻机使用，钻机司机通过任务获取模块将

孔网坐标下载到钻机显示终端。钻机司机可使用键盘或自动导航寻孔模式，确定钻孔孔位。钻

机辅助监测软件寻孔功能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手动模式下，选择孔号，软件提示钻机所

处位置到达该孔的导航信息，并可以对地图进行缩放、平移等操作进行查看；自动模式下，软

件根据钻机和炮孔的相对位置，自动将其显示在屏幕中央，直至钻机距离炮孔在 20cm 范围内，

炮孔颜色变黄，可以进行穿孔作业。图 10是钻机辅助寻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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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钻机辅助寻孔示意图

3.2 露天爆破设计软件开发

爆破设计系统软件主要包括孔网参数设计、与服务器数据通讯交互、炮孔显示、岩性识别

和打印报表等功能。爆破设计软件可实现露天矿爆破各项参数的下载和上传；该软件对

AutoCAD进行二次开发[12-13]，实现与真实地质测绘系统相结合的可视化显示及编辑功能；该

软件能根据现场测得的眉线或者钻机上次已穿孔信息和用户设定的布孔参数，进行自动优化布

孔，如图 11所示。

图 11 自动布孔参数配置界面

爆破设计软件还具有根据钻机穿孔过程中的采集数据，进行爆区地形、穿孔情况及随钻岩

性信息的显示。根据钻机实际穿孔信息，爆破设计软件反馈调整爆破设计参数，实现矿山爆破

最优设计的目标。爆破孔网参数设计系统软件操作主要包括以下七个部分：

（1）安装爆破孔网参数设计软件到本地计算机，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通过远程连接服务器，登陆服务器数据库，将服务器中爆破相关参数读取到本地计

算机，主要提供眉线数据及现场钻机已布孔位置信息的下载。其中下载过程中可选择相对应的

钻机及相对应的时间，辅助设计人员合理安排穿孔爆破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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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设计孔网参数的过程中，点击显示眉线，便将现场测得的眉线数据显示到地形图

中。为了保证自动布孔的准确性及实际实用性，软件采用人工绘制标准线的自动布孔标准，继

而设计人员配置自动布孔参数模块，包括布孔方向、间距、排距、孔数和布孔区域形状等信息，

软件通过计算，得出自动布孔的位置信息，并将其显示在地质测绘的 CAD图上，使设计人员

能够清楚的看到孔位信息。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尤其是前排孔的绘制。

该功能的客户端界面如下图 12所示，点击窗口任意位置，有控件占据的位置除外，推荐

数据可自动刷新。爆破设计人员可根据爆区地形的变化，生成不同布孔区域。图 12是自动布

孔效果图。

图 12 自动布孔效果图

（4）设计完成后，设计人员可将设计的孔位信息保存在本地计算机中，也可以将其上传

到数据库中，供爆破区域钻机司机穿孔时使用。

（5）穿孔三维显示

三维显示功能主要用于显示爆区的地形起伏变化，形象具体的显示炮孔的穿孔状态以及炮

孔属性的查询，为爆破设计人员提供参考，三维显示中所需的参数来之服务器的数据库。

该功能提供可操作的工具模块：显示选择模块（可选择显示地形曲面图和钻机穿孔图）、

查看视角调整模块（可分别调整方位角和视角对三维图形全方位查看）、缩放模块（点击+/-进

行缩放调整）、炮孔属性查询模块（可选择所要查询的孔号，点击查询，可显示该炮孔前视/

右视的倾角以及该炮孔的所有属性信息）。另外，鼠标拖拽三维显示图形可移动图片。图 13

是炮孔三维显示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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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炮孔三维显示图

（6）随钻岩性显示

岩性识别及显示模块主要是针对钻孔完成后，根据钻孔过程中采集的参数，进行分析处理，

得到爆区的岩性参数，并对其进行显示。其主要为爆破设计人员装药设计时调整装药量，根据

不同炮孔的不同岩性信息进行装药调整，实现最优化爆破。岩性参数是通过钻机穿孔过程中的

各项参数计算获取得到，图 14是岩性岩石坚固性系数识别图。

（7）软件提供打印报表功能。报表中显示本次设计的爆区孔位信息、设计时间、设计人

员、等相关的信息，打印出来便于管理和存档。一切操作完成，可使用文件操作功能，对设计

图纸进行保存或其他相关记录处理，结束后，退出系统。

3.3 爆破一体化综合管理平台开发

建立监控中心服务器，即在固定 IP地址计算机上开发监控软件，架起 4G、客户端与服务

器之间的通信桥梁，固定 IP地址计算机设在企业的服务器机房。采用这种方案，实现钻机与

爆破设计之间的实时通信，可以实现管理多台钻机的无线通信。实现了管理或控制中心人员对

钻机穿孔状态的实时监控，为管理人员能够准确高效的指挥、调度、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

持，图 15是爆破一体化综合管理平台界面图。本综合管理系统也为其他相关研发人员提供了

爆破设计相关参数，通过设计布孔位置、实际打孔位置、转速、穿孔率、钻机回转电机工作参

数等数据，分析岩性信息，为优化设计后续的布孔和装药提供有力的参考；实现了信息发布实

时更新，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平台信息和数据共享，为数字化矿山爆破提供了安全有效的管理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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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岩石坚固性系数示意图

3.4牙轮钻机远程监控管理信息系统

针对露天矿山牙轮钻机工作状态，还是靠纸质、无线对讲机等方式汇总的情况，开发基于

GPS、4G和 GIS 的钻机远程监控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钻机工作状态、工作进度、工作监视、

钻机运行参数、钻机作业分布、穿孔数据统计、数据导出等功能的实时监测，为管理人员能够

准确高效的指挥、调度、管理钻机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实现钻机穿孔信息的数字化管理。图

16是钻机作业分布图，图 17是钻机工作任务查询图。

4 结论

本文试验研究成果生产应用试验表明，露天矿山数字化炸药爆破设计与施工技术，可显著

提高露天矿山生产爆破设计和施工作业水平，有效改善生产爆破效果，有利于促进我国炸药爆

破一体化技术平台的研究发展和工程应用。系统硬件能够满足矿山钻机、装药车恶劣工况要求，

性能优良，稳定可靠，软件人机交互界面友好、操作简便，成套技术有助于露天矿山炸药爆破

设计与施工作业实现精细化、可视化，实现露天矿山炸药爆破设计与施工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进而构建矿山炸药爆破数据库，奠定进一步优化研究的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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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爆破一体化综合管理平台

图 16 钻机作业分布图 图 17 钻机工作任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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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力测量法研究滑石的晶面各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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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层状硅酸盐矿物滑石在解离时会形成具有明显性质差异的 2 种表面，滑石的晶面各向异性会导致矿物不同面表现出不

同的润湿性以及不同的电荷密度。通过原子力显微镜力（AFM）曲线测量以及经典 DLVO 理论计算，对滑石的非极性面和极性

面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利用 AFM 力曲线测量和计算，得到不同 pH 值时氮化硅的电位值，利用 AFM 直接力测量法对符合粗糙度

要求的滑石非极性面和极性面样品在 10mmol/l 的 KCl 溶液中进行测量，得到不同 pH 值环境下的力曲线，通过 DLVO 理论拟合

计算得到滑石非极性面和极性面的表面电位值。滑石的非极性面电位值在研究的 pH 范围内一直为负，且恒定，极性面电位值

随 pH 升高而降低，零电点出现在 pH 7.6 左右。将计算得到的滑石表面电位与氮化硅之间的作用力拟合曲线与实际测得的作

用力进行对比发现，计算值于测量值基本一致，拟合度较高。

关键词：滑石 各向异性 晶面性质 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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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sotropic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of Talc by Direct Force Measurement
Zhang Qidong1,2,3 Li Xiaoli4 LiWenjuan1 Shang He1

（1. GRINM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ech. Co., Ltd. Beijing 101407, 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neral Processing,

Beijing 102628, China;3. GRIMAT Engineering Institute Co., ltd. Beijing 101407, China;4. China National Jinyu Gold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Co., Ltd, Beijing 100011, China）

Abstract: Talc，a kind of phyllosilicate, will form two kinds of surfaces with distinct properties when dissociated. Different

surfaces exhibit different wettability and charge density. In this study, the surface properties of the basal and the edge surfaces of

natural talc were investigated by direct surface force measurements using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and classical DLVO

(Derjaguin-Landau-Verwey-Overbeek) theory. The potential values of the silicon nitride (Si3N4) were calculated determine at

various pHs using AFM. The interaction forces between the AFM tip (Si3N4) and basal or edge surface of talc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roughness requirements were measured in 10 mM KCl solutions at various pHs. The force profiles were well-fitted with

classical DLVO theory to determine the surface potentials of the basal and the edge surfaces of talc. The surface potentials of

basal surface exhibits negative invariably in the range of pH 3.5−9.5. The edge surface becomes more negative with increasing

pH and the point of zero charge (PZC) of the edge surface was determined around pH 7.6.

Keywords: Talc，Anisotropic，Surfaces properties，Adsorption

硅酸盐矿物是重要的造岩矿物，其在自然界中分布最广、含量最丰富，地壳中约 90%以上都是硅酸盐矿

物
[1,2]

。层状硅酸盐矿物作为一种极具工业价值的硅酸盐矿产资源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如造纸、化妆品、食

品、日用化工、生物技术、医药、陶瓷等行业
[3-5]

。

滑石是一种典型的含镁层状硅酸盐矿物，其化学分子式为 Mg3[Si4O10](OH)2，属于热液蚀变矿物，其结

构由 2 层 Si—O 四面体和一层八面体构成的单位层，结合牢固，是典型的 TOT 型层状硅酸盐（图 1），由于

滑石这种独特的晶体结构，其在断裂过程中会形成 2 种解离晶面
[6,7]

：沿范德华力断裂形成的正解离面，即

“基面”和沿矿物层边缘断裂形成的侧解离面，即“端面”。

作者简介：张其东（1986-），男，研究主管，高级工程师，博士。通讯作者：李小黎（1987-），女，主任助理，工程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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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滑石的晶体结构模型

Fig.1 Crystal structure of talc

研究表明，滑石解离过程中由于断键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 2种晶面性质差异较大。“基面”表面能低，

结构稳定，为非极性疏水面；而“端面”结构不稳定，表面能高，为极性亲水面
[8]
。因此，有必要对 2 种解

离面的性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原子力显微镜对滑石的极性面和非极性面进行研究，通过直接

力测量法和 DLVO（Derjaguin–Landau–Verwey–Overbeek）理论
[9,10]

模型计算得到滑石不同晶面的表面电

荷，以便为硫化矿浮选体系中计算滑石不同表面与硫化矿、选矿药剂之间的作用关系和规律提供理论依据。

1 试验材料和试验方法

1.1 试验原料

试验所用的滑石样品取自辽宁海城地区，人工挑选富矿块，经清洗、烘干、破碎、瓷球磨、磁选提纯

后，将样品筛分为 4 个粒级（-150+74μm、-74+45μm、-45+31μm、-31μm）作为试验样品。对制得的样

品进行化学多元素分析，其纯度大于 99%，图 2为单矿物 X 射线衍射图谱。

图 2 滑石样品 X 射线衍射分析图

Fig.2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of talc mineral

▲—滑石

试验采用 10mmol/L 的 KCl 溶液作为 AFM 工作测量时的背景电解质溶液；HCl、NaOH 作为溶液 pH 调整剂，

分析纯；试验用水为超纯水，其电阻率为 18.2MΩ·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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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样品切割和表面处理

将矿物颗粒样品进行超声清洗，在氮气环境中干燥备用。将 A-B 树脂胶按照比例配制好，将其置于洗

净、干燥的模具中，将底层铺满，干净环境中室温冷却 3~4h，待 A-B 树脂胶凝固后，将准备好的矿物颗粒

放入到模具中，用 A-B 树脂胶将其覆盖，铺满模具，在制备样品过程中注意不要产生气泡，再次将包有矿

物颗粒的模具放置在干净环境中冷却 4h 以上，待 A-B 树脂胶凝固之后，将其从模具中取出，利用切片机切

至露出矿物平面，然后将处理过的样品用显微镜薄片切片机（Ultramicrotome）对切面进行精加工，保证

其表面平滑度符合镜下测试要求；将切好的样品粘在准备好的圆形金属基片上，用作 AFM 分析测量，制备

过程如图 3所示
[11]

。

图 3 AFM 测试样品加工与制备过程

Fig.3 Diagrams of preparing the mineral sample surfaces using the ultramicrotome cutting technique

1.3 AFM 测量

原子力显微镜（AFM）目前已经被应用于材料、微生物、化工等多个领域，在矿业工程领域，通过 AFM

主要用于观察矿物样品的表面结构形貌，对其表面性能进行分析，还可以研究测量矿物颗粒表面间作用力、

气泡与矿物颗粒以及选矿药剂与矿物颗粒表面之间的吸附作用力等
[12]

。

原子力显微镜所用探针为氮化硅探针，其悬臂的弹性系数为 0.07~0.15N/m，使用 10mmol/L 的 KCl 溶液

作为电解质溶液，在不同的 pH 值条件下对其进行测量分析，样品在测量之前要进行冲洗、氮气干燥，保证

其表面纯净，所有的样品表面和探针在测量之前需在给定 pH 值的溶液中浸泡 30min 以上，每个 pH 值条件

下，探针和样品之间的力测量保证 5 次以上，每次测量需要在不同的区域内进行，保证结果的准确性，所

有试验均在室温下（25±1℃）进行。

2 DLVO 理论模型计算

颗粒间的相互作用力是颗粒在液体相态介质中团聚与分散行为的根源，矿物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可用

DLVO 理论进行计算
[13-17]

：

FT=FW+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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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T为粒子间总相互作用力；FE为静电力；FW为范德华力。

2.1 范德华力

范德华作用力是物体间始终存在的最重要的一种相互作用力，它是多个分子或原子间的作用的集合，

范德华力与粒子的形状和大小有关。

若 2 个球形颗粒，半径分别是 R1和 R2，则范德华作用能计算公式为：

�W �−
��1�2

6� �1 � �2

若球形颗粒半径为 R，则它与板状颗粒间的范德华作用能计算公式为：

�W ��
�
6
�
2�
�
�

2�
�� 䁠�

� ln
�

� � 䁠�

范德华作用力为：

�W ��
d�W
d�

式中，VW为单位面积的相互作用范德华势能，J/m
2
；A 为矿物颗粒在真空环境中的 Hamaker 常数，J；H

为矿物颗粒间的距离，m；R 为矿物颗粒的半径，m；FW为单位面积的相互作用范德华力，N/m
2
。

由前面公式可得知，范德华作用力不仅与颗粒的半径 R 大小有关，也和 Hamaker 常数有关。计算宏观

物体之间的范德华作用力时，Hamaker 常数是其中重要的参数，本论文中所涉及到的物质在真空环境中的

Hamaker 常数如表 1所示。

表 1 物质在真空环境中的 Hamaker 常数

Table1 The Hamaker constants of materials in vacuum

物质 水 氮化硅 硅 滑石

Hamaker常数/(×10-20J) 3.28 16.7 13.6 9.1

若 A11、A22、A33分别表示物质 1、物质 2 和介质 3 在真空环境中相互作用时的 Hamaker 常数，那么物质 1

与物质 2 在介质 3 中的相互作用 Hamaker 常数为：

�1쳌2 � �12 � �쳌쳌 � �1쳌 � �2쳌 � �11 � �쳌쳌 � �22 � �쳌쳌

2.2 静电作用力

在分散介质中，当颗粒慢慢相互靠近时，双电层便会开始重叠，颗粒之间就会产生静电作用力。电荷

符号相同时，静电作用力表现为相互排斥力，电荷符号相反时，静电作用表现为相互吸引力。对于同物质

颗粒，静电作用通常表现为相互排斥力，如果同种颗粒有不同性质的表面，所带电荷不同，也可能表现出

静电吸引力；对于不同物质颗粒，静电作用可能为相互吸引力也有可能为相互排斥力，这主要取决于颗粒

的表面荷电情况。

半径为 R 的球形颗粒与异类矿物平板颗粒间的静电作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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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r�0� �1
2 ��2

2 2�1�2

�1
2 ��2

2 ln
1 � exp �− ���
1 − exp � − ���

� ln � 1 − exp �− 2���䁜

半径为 R1、R2的异类球形颗粒的静电作用能：

�E � ����0
�1�2
�1 � �2

�1
2 � �2

2 2�1�2

�1
2 � �2

2 ln
1 � exp � − ���
1 − exp �− ���

� ln � 1 − exp �− 2���䁜

静电作用力为：

�E ��
d�E
d�

VE为单位面积相互作用的静电势能，J/m
2
；εr为介质（水）的介电常数，78.5；ψ为矿物的表面电位，

V，可以用 Zeta 电位代替；ε0为真空环境中的绝对介电常数，8.854×10
-12
C
-2
·J

-1
·m

-1
；k 为 Boltzmann 常

数，1.38×10
-23
J/K；H 为颗粒之间的距离，m；κ-1

为德拜长度，m，经计算可取值 0.104nm；FW为单位面积

相互作用的静电力，N/m
2
。

3 试验结果与讨论

利用 DLVO 理论公式和 AFM 测量曲线拟合计算可得到滑石的不同面的 Zeta 电位值，但其中涉及氮化硅

探针的Zeta电位尚未确定，首先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到不同pH值下氮化硅探针的Zeta电位（计算时认为Zeta

电位与 Stern 电位近似相等，以下同）：pH 值为 3.5、5.5、7.5、9.5 时，经计算得到氮化硅探针的 Zeta 电

位值分别为 14 mV、-38 mV、-48 mV 和-56 mV。图 4 为本文计算得到的氮化硅探针 Zeta 电位值和其他文献

中计算得到的氮化硅电位值
[18,19]

，通过对比发现 Zeta 电位会随着电解质溶液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趋势是

一致的，数值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说明本文得到的数据较为准确、合理。

图 4 不同 pH 值下测得的氮化硅表面电位

Fig.4 Comparison of surface potential values of silicon nitride

■-10mmol/L NaCl -1 mmol/L KCl ▲-10 mmol/L KCl ▼-10mmol/L KCl

在 AFM 力曲线测试之前，首先对制得的滑石样品进行 AFM 镜下扫描，得到极性面和非极性面的扫描图

片，如图 5所示.

由图 5（a）可知，滑石的非极性面非常光滑，且完整度较好，粗糙度为 0.973nm；由图 5（b）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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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滑石的极性面表面呈条带状，这是由于滑石的层状结构所导致，其粗糙度为 2.194nm，两者的粗糙度均

小于 5nm，符合 AFM 测量要求。

（a）非极性面 （b）极性面

图 5 滑石的 AFM 镜下图片

Fig.5 AFM images of talc surfaces

对上述符合要求的样品进行 AFM 力曲线测量分析，得到不同 pH 值条件下，氮化硅与滑石非极性面及极

性面之间的作用力曲线，如图 6、图 7所示。

（a）pH=3.5（b）pH=5.5（c）pH=7.5（d）pH=9.5

图 6滑石非极性面与 AFM 氮化硅探针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Fig.6 Force profiles between basal surfaces of talc and AFM tip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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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3.5（b）pH=5.5（c）pH=7.5（d）pH=9.5

图 7滑石极性面与 AFM 氮化硅探针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Fig.7 Force profiles between edge surfaces of talc and AFM tip

从图 6、图 7 得知，滑石的非极性面与氮化硅探针之间的作用力随环境 pH 值的升高由负变正，说明作

用力由引力逐渐改变为斥力；而滑石的极性面与氮化硅探针之间在 pH 值为 3.5 和 9.5 时为正值，表现为相

互排斥，而当 pH 值为 5.5 和 7.5 时，作用力为负值，表现为相互吸引。

通过上述 DLVO 理论计算公式可知，除电位值为未知参数外，其余参数均可知，因此可通过 AFM 测得的

力曲线进行拟合计算，分别得到滑石非极性面和极性面的 Zeta 电位值，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知，滑石非

极性面的电位值较为恒定，均为负值，且基本不受环境 pH 值的影响，这是因为滑石晶体结构中存在的晶格

缺陷或者晶格取代导致的电位波动
[12]
。而极性面的电位值则随环境pH值的增加而降低，零电点出现在pH=7.6

左右，这与极性面上的氢氧化物含量有关
[20]
。

表 2 滑石非极性面和极性面的 Zeta 电位计算值

Table2 The Zeta potential values calculated of mineral edge and basal surfaces

序号 pH值
Zeta potential/mv

非极性面 极性面

1 3.5 -25 35

2 4.5 -27 30

3 5.5 -30 27

4 6.5 -31 15

5 7.5 -33 4

6 8.5 -34 -15

7 9.5 -36 -33

为了验证得到的滑石不同面的电位值是否接近真实值，将计算得到的电位值带入到作用力公式中，与

实际测量得到的结果进行对比。图 8 为滑石非极性面与氮化硅之间的作用力曲线以及计算得到的拟合曲线

图，图 9 为滑石极性面与氮化硅之间的作用力曲线以及计算得到的拟合曲线图，从图 8 和图 9 中可知，计

算值与测量值基本一致，拟合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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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3.5（b）pH=5.5（c）pH=7.5（d）pH=9.5

图 8 滑石非极性面与氮化硅探针间的计算拟合曲线及力作用曲线

Fig.8 The force profiles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between talc basal surfaces andAFM tip

（a）pH=3.5（b）pH=5.5（c）pH=7.5（d）pH=9.5

图 9 滑石极性面与氮化硅探针间的计算拟合曲线及力作用曲线

Fig.9 The force profiles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between talc edge surfaces and AFM tip

4 结论

1）通过 AFM 力曲线测量和 DLVO计算得到氮化硅探针的 Zeta 电位值，当 pH值分别取值 3.5、5.5、

7.5、9.5时，氮化硅探针的 Zeta电位值计算数值为 14mv、-38mv、-48mv和-56mv。

2）滑石非极性面和极性面的表面性质存在显著差异，与其晶体结构密切相关。滑石非极性面的电位值

基本不受环境 pH值的影响，且均为负值，较为恒定；而极性面的电位值则与 pH值密切相关，随环境 pH

值的增加而降低，零电点出现在 pH值为 7.6左右。

3）通过计算得到了滑石不同解离面的荷电性质，计算结果可为硫化矿浮选体系中计算滑石不同表面与

硫化矿、选矿药剂之间的作用关系和规律提供依据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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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钙沉淀硫酸稀土过程中杂质的分布与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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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离子型稀土矿传统工艺采用碳酸氢铵或草酸沉淀富集稀土过程中产生大量氨氮或草盐废水，严重污染环境的问

题，本文提出采用氧化钙和/或碳酸钠沉淀富集低浓度硫酸稀土浸出液中的稀土。研究表明，以碳酸钠为沉淀剂，所得沉淀为

碳酸稀土，经焙烧后 REO 含量可达 92%以上；以氧化钙为沉淀剂，所得沉淀为氢氧化稀土，经焙烧后 REO 含量低于 82%。沉淀

及焙烧产物的物相分析表明，以氧化钙为沉淀剂，焙烧产物中的硫酸根主要以碱式硫酸稀土的形式存在，表明硫酸根在沉淀

过程中进入了氢氧化稀土的晶格。为了在保证沉淀产物稀土纯度的同时，避免高盐废水排放造成环境污染，降低生产成本，

进一步采用氧化钙与碳酸钠复合沉淀的方式处理硫酸稀土浸出液，所得沉淀经焙烧后，REO 含量可达 89%左右，而 SO3含量降

至 7.22%，基本满足生产需求，实现了低浓度硫酸稀土浸出液的高效绿色低成本回收。

关键词：离子型稀土矿 复合沉淀 碱式硫酸稀土 氧化钙 碳酸钠

中图分类号：TF845 文献标识码：A

Impurities Distributions and RemovalDuring the Precipitation of Rare
Earth Sulfate With Calcium Oxide
MengXianglong1, Feng Zongyu1,2*, HuangXiaowei1,2, DongJinshi1, Wang Liangshi1,2, Zhao Longsheng1,2

(1.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Rare Earth Materials,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n-Ferrous

Metals, Beijing 100088, China; 2. Grirem Advanced Materials Co., Ltd.,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arge amounts of ammonia or oxalate wastewater generated during the precipitation of rare

earth using ammonium bicarbonate/oxalic acid in the conventional rare earth enrichment proces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ion-absorbed

rare earth ore, a new precipitation method using calcium oxide and/or sodium carbonate is developed for the treatment of low

concentration rare earth sulfate solution. Experimental data show that rare earth carbonate is formed when sodium carbonate is used as

precipitant, and the REO content of the roasted precipitate is higher than 92%. While for calcium oxide, rare earth hydroxide is formed

and the REO content of the roasted precipitate is lower than 82%. X-ray diffraction (XRD) analyses of the precipitate and the roasted

precipitate address that sulfate ion exists mainly in the form of basic rare earth sulfate and enters into the crystal lattice of rare earth

hydroxide when using calcium oxide as precipitant. Composite precipitation using calcium oxide and sodium carbonate are employed

for the treatment of rare earth sulfate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purity of rare earth, avoi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rised from the

discharge of high sanity wastewater and reduce the manufacturing cost. The REO content of the obtained roasted precipitate is 88.99%,

while the SO3 content is decreased to 7.22%, which can basica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ensure low cost

recovery of the low concentration rare earth sulfate solution by an efficient and green process.

Key words:ion-absorbed rare earth ore; composite precipitation;basic rare earth sulfate;calcium oxide; sodium carb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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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元素因其独特的电子层结构,使其形成的稀土化合物在磁学、光学、电学等多种领域具有广泛的应

用，被称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以及“新材料宝库”[1-3]。其中我国南方七省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具有稀土

配分齐全、放射性低、易采选、且富含中重稀土元素等特点，是我国宝贵的的战略矿产资源[4]

目前工业生产普遍采用硫酸铵作为浸取剂原地浸出离子吸附型稀土矿中的稀土，然后采用碳酸氢铵或

草酸对浸出液进行除杂、沉淀富集稀土，最后焙烧获得离子型稀土精矿。对于广西地区广泛存在的火山岩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由于渗透性较差，导致浸出效果不佳，每生产 1吨离子型稀土精矿则需要消耗 12吨以

上铵盐[5]，整个生产过程中大量铵盐的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6,7]。

要从源头上解决氨氮污染问题，更为有效的办法是研发新型非铵类浸取剂替代硫酸铵。王瑞祥等[8]利用

硫酸铁、硫酸铝作为浸取剂，池汝安等[9]采用柠檬酸盐作为浸取剂，虽然可以革除氨氮污染，但却带来新的

环境和成本问题，难以实现工业化。针对上述问题，黄小卫等[10]提出利用镁盐复合浸取的方法，可以在高

效浸取稀土的同时利用尾矿中残留浸取剂的镁肥化效应，实现浸取剂的无毒无害化，达到清洁生产的目的。

针对从浸出液中回收稀土的方法，早期主要采用草酸进行沉淀，可以获得沉淀性能好、产品纯度高的

稀土精矿产品，但草酸用量大，成本高，在沉淀母液中残留量大且有毒。为此，科研工作者相继又开发了

碳酸氢铵沉淀工艺，由于原料价廉易得且稀土沉淀收率高等优点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碳酸氢铵的使用造成

严重的氨氮污染，环保压力大。为了彻底消除氨氮污染，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稀土的高效绿色富集，新型

无铵沉淀剂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如许瑞高等[11]采用碱土金属氢氧化物和碱金属氢氧化物两步沉淀稀土；

黄小卫等[12-14]提出采用碳酸氢镁以及氧化钙和氧化镁等碱金属氧化物作为沉淀剂生产稀土精矿。

本文以采用硫酸钙/镁复合浸取所得低浓度硫酸稀土浸出液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采用氧化钙和/或碳酸钠

沉淀富集的方式处理浸出液的过程，可消除离子型稀土矿生产过程存在的氨氮废水，避免环境污染，降低

生产成本，实现离子型稀土矿的绿色友好提取。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原料及仪器

实验原料：碳酸稀土精矿（中铝广西崇左矿山公司提供）、硫酸以及碳酸钠（分析纯，北京化工有限公

司）、氧化钙（分析纯，北京化工有限公司）、氧化钕（99.95%，中铝广西崇左稀土分离厂）。

0.5 g/L硫酸稀土溶液：采用稀硫酸溶解碳酸稀土精矿，所得高浓度硫酸稀土溶液采用去离子水稀释至

0.5 g/L，pH=5.0。

0.5g/L硫酸钕溶液：采用稀硫酸溶解 99.95%氧化钕粉末，所得高浓度硫酸稀土溶液采用去离子水稀释

至 0.5 g/L，pH=5.0。

实验仪器：变频式搅拌器(IKA, Rw20, digital)；电子分析天平 (Denver Instrument, M-220)；蠕动泵

(YZ1515X)；高温鼓风炉(BHP-9200A)；多用途水循环真空泵(SHB-B95A)；梅特勒-托利多实验室 pH 计

(FE20-K )。

1.2 实验过程

单一沉淀剂沉淀稀土：取两份相同体积的 0.5 g/L硫酸稀土溶液置于烧杯中，在同一搅拌速度下，采用

蠕动泵以同一加料速度分别加入理论量相同的氧化钙与碳酸钠，加料完毕继续搅拌陈化 0.5 h，经过滤、烘

干、焙烧后，取样进行 XRF分析，滤液进行 ICP测试。

硫酸根验证试验：分别以氧化钙和碳酸钠为沉淀剂，在同一搅拌速度下，采用蠕动泵以同一加料速度

向 0.5 g/L硫酸钕溶液中分别加入氧化钙和碳酸钠，加料完毕继续搅拌陈化 0.5 h，经过滤，洗涤、烘干研磨

后，取样分别进行红外，热重差热与 XRF测试，滤饼焙烧后采用 XRD进行物相分析，以确定滤饼的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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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纯度。

复合沉淀剂沉淀稀土：取一定量 0.5 g/L硫酸稀土料液置于烧杯中，控制一定的搅拌速度，硫酸稀土与

氧化钙以一定流速并流加料，氧化钙加料完毕继续添加不同比例的碳酸钠；碳酸钠加料完毕继续搅拌陈化

0.5 h，经过滤、烘干后，取样进行分析。

1.3 测试仪器及参数

Optima 8300全谱直读电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美国 Perkin Elmer公司生产。该仪器最佳工作功率

1300 W，样品冲洗时间 10s，离子体、辅助、雾化器气体流量分别为 15 L∙min-1、 0.2 L∙min-1、 0.7 L∙min-1，

蠕动泵进样流速为 1.5 mL·min-1。载气和冷却气均为纯度≥99.99%的液氩。

Nexus670傅利叶红外光谱仪，美国 Nicolet公司生产。该仪器红外性能指标为波数范围 11000~50cm-1，

最高分辨率为 0.08cm-1。

XRD即 X射线衍射仪，日本 Rigaku 公司生产。以 Cu 靶的 Kα为辐射源，其工作电压为 40kV，步宽

为 0.02°/s，扫描范围为 2θ=10~90°，工作电流为 30mA。

2 结果与讨论

2.1单一沉淀剂沉淀稀土对比

以氧化钙和氧化镁等碱性氧化物作为沉淀剂沉淀硫酸稀土溶液，可获得稀土精矿沉淀，且不产生氨氮

污染。为了探究以碱性氧化物作为沉淀剂所得稀土精矿的化学组成，本文以氧化钙为沉淀剂进行硫酸稀土

沉淀试验，氧化钙的量以氢氧根的物质的量计。试验所得稀土精矿的化学组成如表 1所示。

表 1氧化钙沉淀所得稀土沉淀化学组成(%)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rare earth precipitation precipitated by calcium oxide (%)

([ OH-]= 0.2mol·L-1,[RE3+]= 0.5 g/L, T=298 K, Stirring speed: 250 r/min)

n(OH-):

n(RE3+)
Al2O3 CaO MgO SO3 REO

Precipitation

rate

1.95:1 0.83 1.99 0.51 17.80 75.43 73.3

2.25:1 0.82 2.07 0.48 15.41 77.29 87.3

2.55:1 0.75 2.17 0.55 14.76 79.41 95.5

2.85:1 0.89 2.21 0.62 13.26 80.12 99.3

3.15:1 0.91 2.31 0.60 12.70 81.82 99.7

从表 1可以看出，随着氧化钙添加量的增大，所得稀土精矿中 REO含量逐渐升高，但最高仅达 82%左右，

远低于稀土精矿产品质量国家标准。造成纯度较低的原因主要是大量硫酸根的存在，随着氧化钙添加量的

增大，SO3含量由 17.80%缓慢降至 12.70%，并且无法通过过滤洗涤的方法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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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碳酸钠沉淀硫酸稀土精矿化学组成(%)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rare earth concentrate precipitated by sodium carbonate (%)

([CO32-]= 0.2mol·L-1, [RE3+]= 0.5 g/L, T=298 K, Stirring speed: 250 r/min)

n(CO32-)

:n(RE3+)
Al2O3 CaO MgO SO3 REO

Precipitation

rate

1.35:1 1.62 2.21 2.60 0.13 93.44 88.5

1.50:1 1.79 2.83 3.41 0 92.97 94.4

1.65:1 1.49 2.73 0.79 0 94.99 96.2

1.73:1 1.69 3.07 3.17 0.05 92.03 98.4

1.80:1 1.24 3.12 1.14 0 94.50 99.6

与采用氧化钙作为沉淀剂相比，碳酸钠与硫酸稀土的反应式为 RE3++CO32-↔ RE2(CO3)3 ↓。氧化钙与硫酸稀

土的反应式为 CaO+H2O ↔ 2OH-+Ca2+，RE3+ +3OH- = RE(OH)3。从表 2可以看出，稀土精矿中 REO含量

均在 92%以上，且基本不含硫酸根。因此，采用碳酸钠作为沉淀剂沉淀硫酸稀土，可以避免稀土精矿中硫

酸根含量较高的问题。

表 3 碳酸氢铵沉淀硫酸稀土精矿化学组成(%)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rare earth concentrate precipitated by ammonium bicarbonate (%)

([HCO3-]= 0.2mol·L-1, [RE3+]= 0.5 g/L, T=298 K, Stirring speed: 250 r/min)

n(HCO3-)

:n(RE3+)
Al2O3 CaO MgO SO3 REO

Precipitation

rate

2.85:1 1.01 3.22 1.34 0 94.44 90.7

3.30:1 1.04 3.70 0.91 0.09 94.35 92.3

3.60:1 0.65 3.96 1.34 0.03 94.05 94.9

3.75:1 0.58 4.26 1.30 0 93.86 97.1

4.35:1 0.52 4.79 1.74 0 92.95 99.3

表 3中的数据表明，碳酸氢铵作为沉淀剂时，沉淀滤饼中的稀土纯度都能保持在 92%以上。在沉淀物纯度

方面相对于氧化钙作为沉淀剂具有优势，但是碳酸氢铵沉淀会引入铵根离子造成氨氮污染，处理难度大。

2.2硫酸根存在形式及形成机理验证

为了探究杂质的存在形式，本文采用氧化钙与碳酸钠作为沉淀剂，分别沉淀硫酸钕。所得稀土沉淀的化学

组成如表 4所示。

表 4 氧化钙与碳酸钠分别沉淀硫酸钕所得稀土沉淀化学组成(%)

Table 4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neodymium concentrate precipitated by calcium oxide and sodium carbonate (%)

([ OH-]= 0.2mol·L-1, [CO32-]= 0.2mol·L-1,[RE3+]= 0.5 g/L, T=298 K, Stirring speed: 250 r/min)

No. Nd2O3 SO3

D-1 83.27 16.73

D-2 95.83 0.21

Note: D-1 represents the roasted product of neodymium sulfate precipitated by calcium oxide; D-2 represents the roasted product of

neodymium sulfate precipitated by sodium carb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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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稀土精矿烘干以及焙烧后红外光谱

Fig.1 FT-IR spectrum of the sample: (a) sample from neodymium sulfate precipitated by calcium oxide and (b)sample from

neodymium sulfate precipitated by sodium carbonate.

图 2 氧化钙与碳酸钠沉淀所得稀土精矿的物相分析

Fig.2 XRD analysis of the roasting samples: R-1 sample from neodymium sulfate precipitated by calcium oxide and R-2 sample from

neodymium sulfate precipitated by sodium carbonate.

如图 1为氧化钙和碳酸钠分别作为沉淀剂所得沉淀以及沉淀经焙烧后的红外光谱图。在 3480.94 cm-1处的宽

峰是由于 OH-组 O-H的伸缩振动而形成[15]。SO4
2−有 4种不同的振动类型：非简并对称伸缩振动模式��，双

简并弯曲模式�2，三对称伸缩振动模式��，以及重简并的非对称弯曲模式�4。在一个晶体中，所有的振动

模式都是活跃的，在 1142、1133、1108、1104、981、629、451、625、607、614和 451 cm−�附近的吸收

峰可能是不同振动模式分裂的结果[16]。

因此，在 D-1的红外图谱中，1126.04、979.66和 603.62 cm−�附近的峰可认为是SO4
2−振动吸收峰。3400

cm-1左右的峰是 OH-组 O-H的伸缩振动吸收峰，1485.46-686.03 cm−�范围内的峰被认为属于CO�
2−组的振动

吸收峰。在 1300–1800 cm−�的红外光谱区域，在 1643.08、1500.37和 1413.10 cm−�的 3个吸收峰是水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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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属离子配位所形成的弯曲振动模式[17]。D-1 与 D-2经 900 oC焙烧，OH−、CO�
2−与水的红外吸收峰均基

本消失，但 R-1中SO4
2−的吸收峰依然存在。如图 2所示。R-1和 R-2的主要物相分别为 Nd2O2SO4和 Nd2O3。

从表 4可以看出，采用氧化钙与碳酸钠作为沉淀剂对硫酸钕溶液进行沉淀，所得稀土沉淀中硫酸根含

量分别为 16.73%与 0.21%，推测可能是由于采用氧化钙沉淀硫酸钕时生成氢氧化钕，氢氧根与稀土钕离子

结合不够稳定容易与硫酸根结合生成碱式硫酸稀土。Nd2(OH)4SO4焙烧失水之后产物的成分为 80.77%Nd2O3

和 19.23%SO3，表 4 中 D-1 含有 83.27%Nd2O3和 16.73%SO3，与 Nd2(OH)4SO4焙烧产物的理论含量相近。

因此，推测 D-1经过 900 oC焙烧生成 R-1的反应式如式(1)所示。

Nd2(OH)4SO4↔ Nd2O2SO4 + 2H2O(1)

氧化钙沉淀硫酸钕溶液所得稀土精矿在 100 oC干燥 90 min可得 D-1，其热重差热分析结果如图 3所示。

图 3 氧化钙沉淀硫酸钕溶液所得精矿热重差热分析

Fig.3 Thermogravimetric diagram of the dry cake obtained by precipitation of neodymium sulfate using calcium oxide

由图 3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差热曲线共出现两个吸热峰，其中第 1个吸热峰出现在 200-325oC

的范围内，失重率为 5.32%，这是由于样品失去结晶水所致，反应式如式(2)所示（x=1.4）。

Nd2(OH)4SO4∙ xH2O ↔ Nd2O2SO4 + xH2O (2)

第 2个吸热峰出现在 350oC左右，失重率为 7.85%。根据碱式硫酸钕（Nd2(OH)4SO4）的热分解反应（见式

(3)），烧损率计算值为 7.96%，因此推测很可能是由于 Nd2(OH)4SO4·1.4H2O发生分解反应所致。

Nd2(OH)4SO4↔ Nd2O2SO4 + 2H2O (3)

综上所述，利用氧化钙以及氧化镁等碱性氧化物沉淀硫酸稀土，所得沉淀物中稀土纯度低的主要原因

是生成了碱式硫酸稀土导致硫酸根含量较高。

2.3氧化钙与碳酸钠复合沉淀硫酸稀土

由于碳酸钠与硫酸稀土反应所生成的稀土精矿不含有硫酸根，REO含量较高，因此采用氧化钙与碳酸

钠复合的方式沉淀硫酸稀土。固定氧化钙含量不变，考察添加不同比例的碳酸钠对稀土富集物纯度的影响，

结果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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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氧化钙与碳钠复合沉淀稀土沉淀的化学成分分析

Table4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rare earth sulfate precipitation by calcium oxide and sodium carbonate (%)

([ OH-]= 0.2mol·L-1, [CO32-]= 0.2mol·L-1,[RE3+]= 0.5 g/L, T=298 K, Stirring speed: 250 r/min)

Addition MgO Al2O3 CaO SO3 REO Precipitation rate

60% a+10% b 0.61 0.53 0.68 17.80 78.37 79.4

60%a +20% b 0.67 0.57 0.68 15.77 80.03 87.2

60%a +30% b 0.60 0.50 0.72 14.26 82.46 93.5

60%a +40% b 0.69 0.45 0.71 10.99 86.25 98.9

60%a +50% b 0.66 0.56 0.73 7.22 88.99 99.9

Note: a is the theoretical consumption of calcium oxide for the absolute precipitation of rare earth sulfate solution, b is the theoretical

consumption of sodium carbonate for the for the absolute precipitation of rare earth sulfate solution.

由表 5可以看出，随着碳酸钠添加比例的增加，稀土纯度由 78.37%提升至 88.99%，硫酸根含量由 17.80%

降至 7.22%，可见当氧化钙添加量一定时，碳酸钠添加比例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稀土精矿中硫酸根的含量，

进而提升稀土纯度。这主要是由于采用氧化钙与碳酸钠进行复合沉淀时，碳酸根优先于氢氧根与稀土离子

结合，主要原因为：（1）由于氢氧化钙微溶于水，沉淀体系中碳酸根离子浓度远高于氢氧根离子浓度，稀

土离子周围的离子氛以碳酸根离子为主，因而稀土离子与碳酸根离子的结合在动力学上具备明显优势。（2）

以单一稀土钕离子为例，碳酸钕的溶度积 Ksp=4.96×1028，氢氧化钕的溶度积 Ksp=1.9×1021[18]，碳酸稀土

的溶度积小于氢氧化稀土，表明在热力学上，氢氧化稀土具有转化为碳酸稀土的趋势。此外，采用氧化钙

与碳酸钠进行复合沉淀，最优条件下沉淀母液中残余 REO浓度低于 2 mg/L。

3 结论

(1) 为了避免碳酸氢铵或草酸沉淀富集稀土过程存在的大量氨氮或草酸废水问题，研究了以氧化钙或碳酸

钠为沉淀剂沉淀硫酸稀土的过程。以碳酸钠为沉淀剂，所得稀土精矿中 REO含量可达 92%以上；以氧化钙

为沉淀剂，所得稀土精矿中 REO含量约为 80%，SO3 含量高达 13%左右，无法满足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

氧化物国家标准中对于稀土品位高于 92%的要求。

(2) 采用氧化钙作为沉淀剂沉淀硫酸稀土，所得稀土精矿中的硫酸根进入了氢氧化稀土的晶格，主要以碱

式硫酸钕的形式存在，无法通过水洗涤的方式除去。

(3) 采用氧化钙与碳酸钠复合沉淀的方式沉淀硫酸稀土，可以避免引入氨氮或草酸废水，同时所得稀土精

矿中硫酸根杂质含量降至 7.22%，REO 含量可达 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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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添加废钢的能耗和经济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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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钢铁产量以及废钢量的增多，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通过在高炉中添加废钢来建立经济更加

合理的炉料结构，从而达到降低能耗和节约成本的目的。通过构建高炉添加废钢的综合数学模型可计算得，

当固定煤比并且废钢比小于 200kg/THM时，吨铁加 100kg废钢，焦比平均下降约 31.77kg，增产约 9%；煤

气利用率下降 1.7%~2.1%，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下降 0.55%~0.8%；与传统高炉相比，使用废钢作为高炉炼铁

原料可大幅度降低焦比，增加产量和有效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另外高炉添加废钢不仅可以有效的消纳

自产废钢、加工废钢以及多种劣质或低级的社会废钢，而且与全废钢电炉流程相比，高炉添加废钢会表现

出更好的经济性。计算表明：随着近年来废钢价格的降低，当废钢价格达到某一临界价格时，可实现降低

成本的目的。

关键词：高炉；废钢；能耗；经济性；

1 前言

目前，随着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中国钢铁企业的总能耗和吨钢综合能耗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1]。

为满足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高炉炼铁如何在现有的工艺基础上实现节能减排、降低能耗已成为钢铁

行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以烧结矿、球团矿、块矿为主要含铁原料的传统高炉炼铁技术在生产效率、能

量利用等方面的发展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2]。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工作，炼铁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许多现

代高炉中的铁矿石还原在工艺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最佳的水平 [3]。近年来，随着废钢量的不断增加，有研

究者提出将废钢纳入高炉的炉料结构中，形成“烧结矿+球团矿+块矿+废钢”的“四元”炉料结构概念 [4]，并且

国内外研究者和企业在高炉添加废钢方面已经做了一些的工作 [5-7]，其研究的内容主要是高炉加废钢的生产

实践和应用分析。由于以废钢作为原料的高炉炼铁技术并未广泛开展，高炉废钢加入量对能耗以及经济性

的影响规律并不全面。为此，本文通过建立高炉添加废钢综合数学模型，分析了高炉添加废钢后对高炉冶

炼能耗和经济性的影响。为钢铁企业高炉冶炼提供理论基础。

2 废钢添加的工艺要求

为增加废钢对高炉冶炼的适应性，废钢一般应满足如下质量要求：

（1）粒度。高炉破碎料废钢粒度要求为 5~100mm，<5mm 比例不超过 5%，>100mm 比例不超过 5%，

粒度上限不超过 150mm。

（2）堆积密度。废钢的堆积密度控制在 1~3g/cm³。
（3）废钢成分。入炉废钢不得含有油、油漆、塑胶、橡胶、有色金属等其他非铁杂质。

3 高炉添加废钢后的分析

3.1 高炉添加废钢后的能耗分析
废钢作为一种金属铁料，在高炉内只是一个加热熔化过程，无需巨大的还原耗热和较长的冶炼时间，

是完全可以部分替代其他含铁炉料在高炉中使用的。这一点在理论上和国内外实践上，均得到充分证明。

而且在社会废钢累积量较大的欧洲和北美，许多高炉的炉料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废钢等金属料，其中最高超

过 200kg/t [7]。
高炉添加废钢炉料在冶金学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各企业的公开运行结果中已有表述；另一方面，可

以通过建立高炉综合数学模型来计算。假定在此次计算过程中热风温度为 1150℃，炉顶煤气温度为 129℃，

高炉吨铁喷煤为 150kg，初试吨铁消耗焦炭量为 395kg，所用的废钢为钢筋切头，其成分如表 1 所示。以冶

炼一吨铁水消耗的原料量为计算单位，在满足高炉物料平衡、热平衡两个计算原则的基础上，采用高炉添

加废钢综合数学模型计算废钢比为 2%，4%，6%，8%，10%，12%，14%，16%，18%，20%时适合高炉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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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工艺参数，并且将高炉添加废钢后的各项最佳工艺参数与不添加废钢时的最佳工艺参数进行对比，

并且通过分析计算结果得出高炉添加废钢后的冶金效果。另外，此次计算的燃料比是通过固定煤比，调节

焦比来确定的。

表 1 废钢成分

名称 TFe FeO ∑

废钢 96.49 3.51 100.00

3.1.1 高炉添加废钢对燃料比的影响

图 1 节焦能力计算图

由图 1 可知随着废钢比的升高，总节焦量不断增大。但对应不同废钢比的条件下吨铁加 100kg废钢节

焦量却由 44.98kg 下降至 27kg，呈现出较少的趋势。求其平均值可得，吨铁加 100kg 废钢的平均节焦量约

为 31.77kg。
每吨废钢在高炉内的熔化热量折算成标煤约 34kg。高炉的能量利用率按 85%计算，则高炉增加能耗

40kgce/t废钢 [8]。此外，废钢加入高炉熔化后，会发生渗碳反应和还原硅的融入，生成含碳 4.9%和含硅 0.3%
的铁水，渗碳量按 4.9 %计算，吨钢渗碳的耗碳量为 1000*97%*4.9%=47.53kg，以焦炭中固定碳 85%计算，

炉内熔化 1t废钢的渗碳量折算为干焦后约为 56kg，按 0.86的折算系数，约为 65kg 标煤。因此，高炉添加

废钢总的工序能耗为 105kgce/THM。

本模型中，按基准条件计算的吨铁水高炉内热收入为 10068.16MJ，折合标煤 344kgce/THM，与高炉添

加废钢工序能耗相差 239kgce/THM，即每 100kg铁水相差 23.9kgce，按 0.8的折算系数，折合焦炭 29.88kg，
与模型计算的结论基本相符。

3.1.2 高炉添加废钢对铁水单日产量的影响

铁水单日产量和利用系数的高低相关，而且根据利用系数的计算公式：η=I/K在冶炼强度 I存在某极限

值的情况下，焦比 K降低，即可增大利用系数，从而提高铁水单日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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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铁水产量及增产情况

由图 2可知，若不考虑上料系统设备能力的限制，高炉内每加 100kg废钢，可增产约 9%的铁水产量。

其原因是随着废钢比例不断提高，炉料的入炉品位也不断提高。以废钢比为 20%为例，此时炉料的入炉品

位为 61.24%。在高炉上料系统的设备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加入同样质量的矿石，铁水量必定增加。此外，

在冶炼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焦比降低，利用系数增大，进而导致产量增加。又因为焦比下降，焦炭入炉量

下降，在保证炉内透气性的理想情况下，铁矿的入炉量可额外增加，即焦炭负荷增加。三种因素共同作用

下，铁水产量将有明显增加。

3.1.3 高炉添加废钢对直接还原度、煤气利用率、CO2排放量的影响

图 3 直接还原度、煤气利用率、CO利用率的变化

165165



图 4煤气成分变化情况

由图 3、图 4可知随着废钢比的不断增加，直接还原度上升，CO利用率和煤气利用率略有下降。其原

因主要在于高炉添加废钢后，炉内煤气流经散料柱时，可还原的矿石量减少，造成炉顶煤气 CO、H2体积分

数上升，而反应生成的 CO2体积分数下降，因此 CO利用率、H2利用率、煤气利用率均下降，而以 CO 计

算的间接还原度和以 H2计算的间接还原度也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再由直接还原度的计算公式 rd=1-rico-riH2，
得到直接还原度 rd，最终得到直接还原度上升的结果。

3.2 高炉添加废钢后的经济性分析

3.2.1 高炉添加废钢的经济性优势

在当前钢铁原燃料价格体系的条件下，高炉添加废钢替代部分铁矿石会在一定程度上使铁水的成本随

着废钢的添加量和废钢价格的波动而变化。但与全废钢电炉相比，高炉加废钢则会表现出更好的经济性。

通过将高炉添加废钢和全废钢电炉进行对比可知，在相同的废钢价格下，高炉加废钢的成本变化主要

是高炉消耗的固体燃料（焦炭和煤粉）的费用。由 3.1.1 所述可知，高炉添加废钢的吨钢工序能耗为

105kgce/THM，最终在高炉—转炉流程中使用废钢的工序总能耗可估算为 115kgce/t钢。而对于全废钢电炉，

其主要用电能来加热熔化废钢和进行后续的冶炼，其中加热熔化耗电约 380kWh/t钢，总的工序能耗约为 186
kgce/THM [8]。由此可见废钢用于高炉—转炉流程的工序能耗远远小于用于电炉的工序能耗。因此，高炉添

加废钢显现出更加节能的效果，突出了其在经济性上的优越性。

3.2.2 高炉添加废钢的经济性

近年来，随着废钢量的不断增加，国内各大钢铁企业突破了原有的高炉炉料结构，构建高炉添加废钢

的“四元”炉料结构。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有效的利用过剩的各种废钢和进一步提高铁水产量，更重要的

是为了在这个废钢价格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那么，要想在废

钢价格变化的过程中寻求一个废钢的临界价格，就必须经过进一步的计算。从而得出在不同废钢添加量的

情况下所对应的不同的废钢临界价格。其中废钢临界价格的含义是当废钢价格高于临界价格时，高炉添加

废钢不能降低成本。当废钢价格低于临界价格时，高炉添加废钢可降低成本。

高炉配加废钢入炉冶炼的经济效益与废钢价格、矿石价格、燃料价格以及废钢的加入量等因素有关。

根据国内某企业某阶段的实际情况，在保证其他因素固定不变的同时也保证高炉添加废钢后冶炼一吨铁水

的成本与高炉不添加废钢时的冶炼成本相等的条件下，不断地增加废钢的加入量，可对应的求出每个废钢

比所对应的废钢的临界价格，如表 2 和图 5所示。

表 2 不同废钢比下的废钢临界价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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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钢比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临界价格 2057.2 2061.5 2065.8 2070.15 2074.55 2078.95 2083.4 2087.8 2092.3 2096.7

图 5 不同废钢比下的废钢临界价格

由表 2 和图 5 可知，随着废钢比的增加，废钢的临界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出现这种趋势的

主要原因是随着废钢量的不断增加，电量和其他原料使用量都有明显的减少，而对应减少的电量和其他原

料所节约下来的成本又可以接受更多的废钢。因此，在不增加额外废钢量的情况下，随着废钢比的增加过

程中，对应废钢的临界价格会出现上升的趋势。综上所述，当废钢价格在某一临界价格以下时，在一定程

度上，高炉添加的废钢量越多，对钢铁企业越有利。

4 结论

（1）此综合数学模型是以高炉物料平衡、全炉热平衡和高炉吨铁成本计算为理论基础，并结合对国内

某钢铁企业炼铁厂现场及各历史数据综合分析后，从理论上计算了高炉废钢比不同时的能耗以及经济性情

况。

（2）综合计算结果并分析可知，随着废钢比例的增加，在煤比不变的情况下，焦比、矿比（含废钢）

明显下降。其中每加入 100kg废钢的平均节焦量为 31.77kg。
（3）高炉添加废钢数学模型表明，若不考虑上料系统设备能力限制，高炉内每加入 100kg的废钢，可

增加 9%的铁水产量。

（4）计算表明随着废钢比例不断提高，煤气中的 CO2体积分数下降， CO 、N2、 H2体积分数均上升。

进一步计算可得直接还原度上升而 CO利用率、CO和 H2的还原度以及煤气利用率均略有下降。

（5）由高炉添加废钢的成本计算可知，废钢的临界价格随着废钢比的增加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

某一废钢比固定的情况下，当废钢价格在废钢临界价格以下时，高炉添加废钢冶炼更加合算。并且当废钢

价格在某一临界价格以下时，在一定程度上，高炉添加的废钢量越多，对钢铁企业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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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炉使用高比例球团生产技术经济分析
沙永志 1 马丁·戈德斯 2 宋阳升 3

（1.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北京，100081, 2. 戈德斯咨询公司，荷兰 3. 力拓铁矿，上海）

摘要：提高高炉球团比例正成为我国高炉炼铁发展新动向。国外大量的成功生产实践证明了高比例球团高炉冶炼的技术可行

性。不同种类的球团应满足基本的质量要求标准，其中球团膨胀性能应是关注的重点。在高炉生产中，需在炉料结构、高炉

炉料分布、炉热控制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提高球团比例的最大挑战是炼铁成本的控制。铁精矿和球团的资源供应，球团

生产和使用的节能减排效果，精矿和球团的溢价水平等，都是限制球团比例升高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炼铁，高炉，球团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Blast Furnace Operation with High

Pellet Ratio in China
Sha Yongzhi1 Maarten Geerdes2 Sunny Song3

（1. China Iron & Steel Research Institute Group, Beijing 100081，2. Geerdes Advies，Holland，
3. Rio Tino Iron Ore, Shanghai )

Abstract：Increasing pellet ratio in blast furnace burden is becoming a hot topic in China. Abundant practices in abroad have

demonstrated the technical feasibility for BF operations with high pellet proportion. There are basic quality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ellets, in which swelling behavior is a major index to be noticed. During transforming to high pellet proportion,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s should be done on burden composition, burden distribution, and thermal control of BF. The biggest

challenging for high pellet proportion is cost control in ironmaking process. The limiting factors to increase pellet proportion are

supply, use values, and premium prices for both iron ore concentrates and pellets.

Key words：ironmaking, blast furnace, pellet

1. 前言
2018年，全球高炉炼铁产量达到 12.39亿吨，其中我国高炉生产生铁 7.71亿吨，占 62.2%。高炉炼铁

工艺在我国将长期保持其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我国的高炉炼铁也正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节能和环保压力，

新的排放标准已严于国外水平。尤其是作为主要造块工艺的烧结工序，成为环保部门重点监督和控制对象。

特殊时段的烧结限产似乎正成为某种常态。在钢铁企业的各种应对措施中，减少高炉烧结矿入炉比例、增

加入炉球团矿比例，被认为是有效的方法，并在个别企业实施。 本文通过对国外状况的分析，探讨高炉高

比例球团生产的技术特点和经济性，以期为企业和行业提供参考。

2. 国外高比例球团高炉生产的现状
与烧结矿生产相比，球团生产一直被认为是更节能，排放更低。并且球团矿被认为品位高、粒度均匀、

强度好、冶金性能佳、适合远距离运输等。 根据资源和生产条件的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球团在高

炉中的比例有很大不同。高炉使用高比例球团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等一些企业。

2.1 北美地区

长期以来，由于铁矿资源的禀赋，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高炉均采用高比例球团生产。

2017年，全部 25座高炉的球团在传统铁料（烧结矿、球团矿、块矿，不包括废钢/直接还原铁，以及冷压

块）中的比例为 93%，有 13座高炉使用 100%球团矿，其余高炉的球团比例从 51%到 99%不等。高炉平均

燃料比为 504kg/t[1]。
2.2 欧洲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在环保和资源的双驱动下，欧洲高炉在数量大幅减少的同时，炉料结构也从主

要以烧结矿为主，向增加球团矿比例的方向发展，见图 1[2]。。 其中瑞典 SSAB长的高炉，长期使用 100%
高质量球团，曾实现了超低渣量（155kg/t）和低燃料比(450~470kg/t)。荷兰艾默伊登厂的两座高炉，炉料中

球团配比为 60%，高炉长期高富氧（Max20%）、高产（3.0t/m3wvd）、高煤比（Max 250k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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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0-2013 欧盟 15国高炉炉料结构变化

Figure 1．Ferrous burden composition 1990 and 2013 in the EU15

2.3 其它

日本大多数高炉采取以烧结矿为主的炉料结构，但仍有三座高炉使用较高比例的球团矿（+块矿）：某

年其中一座使用 70%球团+30%块矿，另外两座使用 27%球团+23%块矿 （烧结矿 50%）。

俄罗斯的下塔吉尔钢铁厂高炉入炉球团比例为 53% （2015 年），高炉燃料比为 492.5kg/t, 其中：焦比

361.9kg/t, 煤比 53.7kg/t, 天然气 76.9kg/t。

巴西某厂 2座 3284m
3
高炉的炉料结构为：48% 烧结矿, 12% 块矿, 40% 球团，实现高炉煤比：~180 kg/t。

我国河钢收购的塞尔维亚钢厂高炉，曾长期使用高达 75%球团的炉料结构，在 2016 年 1 月，曾进行了

短期 100%球团的高炉试验，获得成功。

总之，当今全球的实践表明，高炉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炉料结构，包括高达 100%（90%）球团的条件下，

都能成功高效运行。

3. 球团矿种类及质量评价
3.1 球团矿种类

高炉使用的球团种类主要有三种：

A. 酸性球团：以铁精矿的自然碱度为基础生产的球团，碱度(CaO/SiO2)≤0.5

B. 碱性（熔剂性）球团: 在铁精矿中添加石灰石（生石灰）或白云石生产的球团。球团碱度提高至

0.7~1.3。
C. 氧化镁（橄榄石）球团：在铁精矿中添加橄榄石或白云石生产的球团。球团 MgO 含量约 1.5%，碱度

≤0.5。

还有其它一些种类的球团，因在铁精矿中添加了不同的物料，分别被称之为含碳球团、含钛球团、高

镁球团等。

3.2 球团矿质量

球团矿的品位是最重要的质量指标。球团矿的品位取决于所使用精粉的品位，高品位的球团需要用高

品位的精粉生产。确切地说，高品位球团需要只有用低杂质含量的精粉才能获得。在使用相同品位的精矿

粉条件下，受添加剂成分的影响，酸性球团的品位最高、橄榄石球团次之，碱性球团最低。

对于球团的抗压强度指标，酸性球团最高、另两者偏低。该规律并非绝对，主要取决于球团焙烧的工

艺参数。

在冶金性能方面，一般情况下，酸性球团相对还原性指标差、碱性球团和橄榄石球团稍好；酸性球团

的软熔性能差，碱性球团稍好。

球团的膨胀被认为是最需关注的指标。酸性球团在膨胀指数上有好有差。碱性球团和橄榄石球团的膨

胀性能一般较好。研究发现球团的膨胀受球团碱度影响，存在发生异常膨胀的碱度区域，见图 2[3]。

上述性能的区别并非绝对的。通过球团生产工艺参数的调整和严格控制，都能够生产出满足高炉要求

的球团质量。如，碱性球团因在配料中加入石灰石或白云石，其焙烧固结的能量需求要适当增加，焙烧温

度和时间也要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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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球团质量的基本要求和相关标准见表 1
[3]
。

图 2 碱度对球团膨胀影响示意图

表 1 球团质量的要求

4. 高炉高比例球团生产
在提高高炉使用球团的比例时，首先需要对若干技术方面进行分析评估，做出正确选择，以达到预期

的目的。

4.1 炉料结构

当高炉使用球团比例较低时，基本使用的是酸性球团加块矿，与高碱度烧结矿搭配。随着球团比例升

高成为主要的铁料时，则会出现多种炉料结构供选择，主要有：

A． 碱性球团+ 烧结矿

B． 碱性球团+ 酸性球团

C． 酸性球团 + 超高碱度烧结矿

以北美 2017 年的实际情况为例，在 25 座高炉中，有 16 座以碱性球为主，配加酸性球/烧结矿，占 64%。

有 8 座高炉以酸性球团为主，配加烧结矿/碱性球团，占 32%。有 1座高炉则是 50%碱性球团+50%烧结矿。

荷兰艾默伊登厂当前的炉料结构是 60%酸性球团+40%超高碱度烧结矿的炉料结构。

欧洲某著名企业的同一个厂区内的三座高炉中，采取了不同的炉料结构。如 2013 年，A 高炉的炉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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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是：34%酸性球团+5%碱性球团+45%烧结矿+15%块矿，B 高炉和 C 高炉的炉料结构则是：37~39%酸性球团

+26%碱性球团+21~23%烧结矿+11%块矿+3%废钢。

我国企业基本是以烧结矿为主，配加酸性球团和块矿。球团比例大都在 20%以下。如将球团比例提高到

40%以上，可选择的技术路线可以是多样的。各厂可根据球团比例的高低、铁矿资源情况、球团生产及烧结

生产设备状况、球团及烧结矿生产转变的难易程度，对球团还原性和高温性能的要求等多方面，进行综合

技术分析，最终确定最经济的炉料结构。

4.2 高炉操作

当改变了炉料结构后，高炉操作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证炉料在炉内的合理分布，实现高炉顺行

和高效低耗。

(1)料序调整

球团与烧结矿不仅在粒度组成上差别很大，在冶金性能上也区别明显。研究和实践表明：将不同种类

的炉料进行混合，不仅能实现料层径向孔隙度一致，还有助于改善铁料的综合冶金性能。例如：块矿的软

熔温度低，烧结矿的软熔温度高，块矿与烧结矿混合后，综合的软熔性能更接近烧结矿。因此，当使用高

比例球团时，应研究综合炉料的粒度分布和性能，确定最佳的料序。

(2)布料方式

国外高比例球团高炉操作实践证明，采用中心焦+水平料面的“理想料面分布”（见图 3），能够获得高

炉稳定顺行和良好指标。该种料面分布能有效消除不同炉料和焦炭因安息角的不同带来的分布偏析现象。

同时，该方式在保持中心气流通畅的前提下，实现径向煤气流分布的一致，保证铁料的径向还原均匀性。

在该布料原则中，强调将焦丁布在边缘，以保护边缘大块焦的消耗、降低边缘冷却热损失、以及改善

边缘透气性的目的。此外，布料的档位和圈数、以及批重等参数，也存在进行优化的必要性，以实现最佳

的运行效果。这不仅针对高球比操作，对常规炉料结构操作也是一项持续改进的工作。

（3）炉热控制

高炉炉缸热状态的稳定是高炉适应炉料结构变化、接受高球比的基础。我国高炉在炉热控制上尚存在

需要改进的方面。如对于普遍以喷煤调炉温的习惯操作方法，应运用先进的炉热监测系统，提前判断炉缸

热状态的走势，并采用勤调微调的方式、以及综合使用如湿分和富氧等其它鼓风参数，消除喷煤调节的反

向滞后副作用、提高炉热控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图 3. 理想布料模型及实际料面形状[3]

5. 高炉使用高比例球团生产的经济性分析
相对于技术上的可行性，我国高炉使用高比例球团在经济上则存在若干不确定因素，高比例球团使用

面临诸多挑战。

(1)铁矿资源

提高高炉球团比例，需要增加球团矿和或用于生产球团的铁精矿供应量。按我国目前的生铁生产规模

来估计，如果炉料结构中提高 10%的球团比例，需要增加球团和或精矿约 1.4 亿吨以上。

当前，我国国产铁精矿仅为 1.5 亿吨左右，大多数已用于球团生产。未来我国自产精矿的增长空间非

常有限。因此，靠增加国内精矿产量来提高球团供应量是非常困难的。目前，我国球团产能利用率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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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其主要原因是精矿短缺，尤其是高质量磁铁矿精矿短缺。

如果寄希望于增加进口球团和精矿量，现在看来，也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在每年进口的 10 亿多吨

铁矿中，粉矿和块矿合计占 90%，精矿约 8%，球团约 2% （2018 年，共进口铁口 10.65 亿吨，其中粉矿 7.72

亿吨，占 72.5%，块矿 1.86 亿吨，占 17.5%，精矿 8745万吨，占 8.2%，球团 1869.7 万吨，占 1.8%）。并

且，在进口的精粉中，大多数是赤铁矿精粉和烧结用精粉，并不适合在竖炉和链篦机回转窑中大量使用。

现有的球团和铁精矿供应无法满足大幅度提高球团比例的需要。如果全国高炉大幅度提高球团比例，

会造成短期球团和铁精矿价格上涨。长远看，增加铁精矿供应量则需要巨大的投资，并且由于运营成本高，

没有竞争力，投资者很难决策。

(2)节能环保及生产成本

高炉使用高比例球团被普遍认为具有节能减排效果，从而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对此尚需进行客观细

致分析，以避免产生误区。

1 球团生产使用的原料

球团使用的铁精矿是经过细磨和选矿后获得的。国内外的原生贫矿和一些特殊矿甚至经过了超细磨矿

和或复杂选矿（包括复选），才能获得高质量的精矿。该过程消耗的能量和产生的尾矿及废水等均是巨大的。

相对仅进行简单破碎和水洗就可获得的粉矿来说，铁精矿生产在节能和环保上处于严重劣势。这也是为何

长期以来，进口精矿价格明显高于进口粉矿的根本原因。

此外，球团使用的皂土以及碱性球添加的熔剂，以及链篦机-回转窑的喷吹煤粉，均是经过细磨处理的，

甚至是焙烧或烘干预处理。这些均是需要付出额外的能耗和环保代价。

2 球团生产工艺

球团生产的燃耗和能耗明显低于烧结矿，而过程排放的有害物质总量（尤其是二恶英的排放）也低于

烧结工艺，这是需要肯定的。从定量分析看，工序能耗相对降低约 30kg/tce。但把使用精矿和其它物料的

细磨加工能耗考虑在内时，单位球团的总能耗比对等烧结矿能耗的优势将缩小，甚至可能逆转。二者的能

耗差距缩小。

球团工艺比烧结工艺的废气排放大幅减少，优势突出。但同样，当考虑生产精粉的污染排放，以及球

团也要采取末端严格治理后，二者的最终污染物总排放量差距将会缩小，由此带来的末端处理费用差距会

进一步缩小。

如果把球团与块矿相比，则上述的球团生产能耗和污染排放均成为突出的缺陷，相对付出的成本代价

将是非常突出的。

3 高炉冶炼

提高球团比例具有提高高炉产量和降低燃料比的效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该效果主要是高炉使用

高品位低杂质的球团（例如>65%），从而使高炉入炉品位提高，高炉渣量降低所带来的。球团的冶金性能特

点所带来的高炉运行变化尚未得到明确证实。当球团的品位不高、而综合冶金性能不佳时，使用高比例球

团矿很可能会造成高炉指标变差。因此，具体条件下，需要对拟增加球团的质量进行严格评估，以保证预

期的高炉增产和燃料比降低目标的实现。。

增加球团比例时，会出现高炉煤气利用率提高，但燃料比不降低的现象。其原因是球团比烧结矿的氧

含量高，故增加了煤气中 CO2含量。

球团的还原性，尤其是酸性球团，往往低于烧结矿。由此会产生增加球团比例带来燃料比升高的担忧。

目前尚未找出铁料的还原指标与高炉燃料比之间的定量关系。但初步研究表明，现有的还原度检测方法与

高炉实际情况偏差较大，是造成不同铁料之间还原度指标差别大的主要原因。

(3)球团和精矿的溢价

球团和精矿的生产工艺决定了其成本明显高于块矿和粉矿，由此造成了国际市场上球团对块矿，精粉

对粉矿有较高的溢价。国外直接还原发展对高品质球团和精矿的需求也加剧了球团和精矿价格的升高。因

此，通过外购球团或外购精矿生产球团来提高高炉的球团比例，将付出较高的额外原料成本。而该成本将

难以通过高炉产量升高或燃料比降低得到有效补偿。

因此，除非是企业自有铁矿资源，或因环保限产等因素，我国高炉提高球团比例将难以避免付出铁水

成本上升的代价。

在世界范围内，使用高比例烧结矿的高炉，如在日本，韩国，中国，及中国台湾的高炉，与在美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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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使用高比例球团的高炉相比，铁水的成本仍然具有明显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还会继续。

6. 结语

高炉使用高比例球团炼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在经济上存在若干不确定因素。企业需针对自身条件、

铁矿资源、球团工艺节能减排效果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炉料中的球团比例调整，以确保预期的效益实现。

对于我国整体炼铁工业来说，高炉球团比例的变化将会对我国钢铁产品的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需要总体

的把握、科学的管理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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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临界水热条件下秸秆制备优质高炉喷吹燃料的研究
张建良 1， 王广伟 1*， 滕海鹏 1， 张楠 1， 王川 2

（1.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北京，100083；2.瑞典国家冶金研究院，瑞典）

摘 要:近些年，随着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高炉炼铁节能减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生物质燃料应用

于高炉喷吹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亚临界水热处理的方法可以提质生物质，随着水热处理温度从 220℃提高到 340℃，玉

米秸秆水热炭中碳含量，能量回收率，C/O、C/H 原子比等都有所增加。经过亚临界水热处理得到的水热炭，其燃烧性能和烟

煤相似，因此可代替烟煤用于高炉喷吹。

关键词：玉米秸秆；水热处理；水热炭；高炉喷吹

Study on High Quality Fuel Injected into Blast Furnace Prepared by Straw

under Subcritical Hydrothermal Condition
ZHANG Jianliang1, WANG Guagwei1*, TENG Haipeng1, ZHANG Lan1, WANG Chuan2
（1.SCHOOL OF METALLURGICAL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AND

TECHNOLOGY，Beijing，100083；2.SWERIMAB, SE-971 25 Luleå, Swede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overnment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f blast furnace ironmaking meets enormous challenges.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biomass fuel injected into blast

furnace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biomass can be upgraded by subcritical hydrothermal treatment, with the

hydrothermal treatment temperature increasing from 220 ° C to 340 ° C, carbon content, energy recovery, C/O, C/H atomic ratio, etc.

of hydrochar in corn straw all increased lagerly. The hydrochar obtained by subcritical hydrothermal treatment has similar combustion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bituminous coal, so it can be used for blast furnace injection instead of bituminous coal.

Key words: corn straw; hydrothermal treatment; hydrochar; blast furnace injection

1 引言

化石资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已经成为全球公认两大严峻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大量可回收

利用的资源如生物质、废塑料、污泥等吸引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可利用生物质资源总

量为 7 亿 t左右标准煤，其中农作物秸秆约 3.5亿 t。生物质作为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直接或间接来自

植物的光合作用，一般取材于农林废弃物，生活垃圾和牲畜粪便等。生物质能量密度较低且不集中，所以

一般可以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转化技术，将生物质转换成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相较于欧洲一些国

家，我国对于生物质的回收利用还相对落后。“十三五”期间，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生物质

固体成型技术及工艺装备系统集成化。目前我国大量农作物秸秆处理方法是直接丢弃，这不仅造成了资源

上的浪费，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

冶金行业是能源消耗大户，尤其是高炉炼铁，占整个冶炼流程总消耗的 80%左右，所以节能减排的重

担落在了炼铁学者肩上。如何降焦比、减排放成为了目前高炉炼铁的主要问题之一，于是生物质用于高炉

炼铁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目前研究较多的有生物质配煤炼焦、生物质高温裂解制炭、生物质用于铁

矿烧结等。

本文重点研究了亚临界水热法处理生物质，该方法目前被广泛应用。亚临界状态下水具有近似有机溶

剂的介电常数，可调节离子积，能够溶解非极性、弱极性的物质并催化反应，所以对有机反应而言，是十

分有利的。亚临界状态不像热解需要很高的温度，所以和高炉炼铁的高温实验条件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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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方案

2.1 实验原料

实验所用生物质样品为玉米秸秆，取自河南禹州某农田。将玉米秸秆用剪刀破碎成长度大约 2cm左右

备用。另外还使用了两种神华烟煤（1#、2#）和水热样品进行比较。

2.2 实验方法

2.2.1 水热炭化过程

用天平称量 15g玉米秸秆样品加入到高压釜体中，以 1∶3的比例倒入 45g去离子水，盖上釜盖拧紧，

通入氮气排出釜体中的空气，以保证惰性环境，设定好实验终点温度开始升温，本次研究共设计了 2组实

验，实验温度分别为 220℃和 340℃，终点温度保温 1h 时。待实验结束冷却后，真空抽滤，固液分离，得

到的固体炭在 105℃鼓风干燥箱中烘 2h，用于后续的分析检测。

图 1 高压反应釜示意图

图 2 水热反应前后样品对比图

2.2.2 基础性能检测分析

首先，工业分析使用的是 GB/T 28731-2012固体生物质燃料工业分析方法。灰分的测定是将样品放入马

弗炉膛中，以 5℃/min 的速度升温到在 550℃，保温 1h，在此过程中要保证炉膛中有足够的氧气。挥发分是

预先将马弗炉加热到 900℃，放入带样品的瓷坩埚，隔绝空气加热 7min，样品的减轻量即为挥发分。元素

分析是通过元素分析仪检测，样品中的 C、H、N、S质量百分比以收到基（ar）的形式自动测量出，O 的

质量百分比则通过差值法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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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火点是指在氧化剂（空气）和样品共存的条件下，把样品加热到开始燃烧的温度。着火点设备如下

图 3所示，将样品与 NaNO2以 4∶3比例配匀，放置于微型电炉的铂片上，通电逐渐升温，用光电管和微机

系统测定样品开始燃烧温度。每个样品实验至少 5次，取重现次数较多的数据，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可信性。

图 3 着火点测试装置

爆炸性的测量是采用长管式的测试装置来测定样品燃烧的火焰返回长度，从而确定样品有无爆炸性及

其爆炸性强弱，其装置如图 4所示。称量 1g样品，喷入玻璃管内 1050℃的火源，摄像头自动捕捉火焰长度。

一般认为无火星为无爆炸性，火焰长度≤400mm 为易燃有爆炸性，火焰＞400mm为强爆炸性。

图 4 爆炸性测试装置

2.2.3 热重分析

水热炭样品的燃烧是用热重分析仪（HCT-3，Henven Scientific Instrument Factory，Beijing）在空气气氛

下进行。每次实验大约使用 5mg 样品，并将称量好的样品置于高 2mm，直径 5mm 的 Al2O3坩埚中。将坩

埚置于热重天平上，通过热电偶检测失重温度，将样品的重量损失从室温记录到 900℃，实验加热速率为

20K/min。为了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性，每个测试重复三次，然后确定最终结果。水热炭样品的燃烧率（�）
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 = （��−��）

(��−��)
(1)

其中��代表样品初始质量；��代表 t时刻样品的重量；��代表实验结束时的最终质量。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3.1 工业与元素分析

工业分析具体结果见下图 5，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随着水热实验温度的提高，固定碳的含量从原样的

16%增加到 340℃时的 59%，增幅约达 43%。同时不难发现挥发分和灰分的含量也在降低，其中挥发分降低

幅度高达 39%，对于灰分含量，经过水热处理后也有明显的降低，所以亚临界水热条件下，利于脱灰、脱

挥发。元素分析从图 6中可以看出，碳元素的含量明显升高，O元素的含量也被大量脱除。另外 H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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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也有稍微的下降，但变化不是很显著。

在此基础上通过高位热值（HHV）公式计算水热样品的热值进一步比较，高位热值计算公式如下：

HHV(MJ/kg)=0.3491C+1.1783H+0.1005S-0.1034O-0.0015N-0.0211A (2)
高位热值计算公式中，C、H、O、N、S、A分别表示玉米秸秆和固体水热碳中的碳、氢、氧、氮、硫

和灰分质量分数。计算结果如下表 1所示：

表 1 玉米秸秆水热碳和神华烟煤 HHV 值

原样 220℃ 340℃ 1# 2#

HHV(MJ/kg) 17.662 22.436 31.062 29.586 30.341

340℃亚临界水热条件下，固体水热碳的热值达到烟煤发热水平，所以在热量供给方面可以代替烟煤用

于高炉喷吹。

图 5 玉米秸秆原样、水热炭及烟煤的工业分析图

图 6 玉米秸秆原样、水热炭及烟煤的元素分析图

为了更直观的比较，通过绘制范氏图（van krevelen），将水热样品和神华 1#、2#烟煤、无烟煤（阳泉）

作比较。如图 7 所示，当水热温度为 340℃时，玉米秸秆水热炭的 H/C、O/C 与烟煤较接近。因此，亚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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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热处理能提高水热碳的燃烧性能。

图 7 秸秆原样及水热炭的范氏图

3.2 着火点爆炸性分析

高炉喷吹燃料，样品的着火点爆炸性也是十分重要的指标。希望着火点稍微低一些，在喷煤枪中，能

快速着火，迅速燃烧。对爆炸性而言，无爆炸性最好，但目前多数燃料都有或强或弱的爆炸性，这就需要

配入无烟煤中和从而降低爆炸性，详细数据见下表 2：
表 2 玉米秸秆水热碳的着火点及爆炸性

原样 220℃ 340℃ 1# 2#

着火点/℃ 232.5 213.9 278.6 352.8 364.7

爆炸性/mm 800 800 180 661 800

可以看出，水热炭的着火点都小于 300℃，低于一般的烟煤，易于燃烧。爆炸性和烟煤都相似，其主要

受挥发分含量的影响，340℃水热处理后，水热炭的挥发分还高达 40%，后续还需要配煤进一步研究其爆炸

性。

3.3 原样及水热碳的热重分析

玉米秸秆原样及不同水热温度下所得水热炭的燃烧试验分别以 20k/min 速率进行，它们的转化率和反应

速率曲线见下图 8。从两幅图对比可以看出，燃烧主要经历了 2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 200℃~350℃之间，

主要发生的是挥发分的析出和燃烧；第二阶段发生在 400℃~550℃之间，此阶段主要是固定碳的燃烧，还伴

随着残留着的挥发分的析出燃烧。随着水热处理温度的升高，TG曲线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开始失重温度往

高温区推移。玉米秸秆原样和 220℃水热处理的水热炭，在 DTG曲线上可以明显看到两个峰，且第 1个峰

的峰值要高于第 2个峰的峰值，这是因为样品中挥发分占较大的比重；随着水热温度的继续升高，水热样

品的第 1个峰明显减弱消失，这主要是因为亚临界水热处理玉米秸秆，脱挥发留固碳效果明显。当水热温

度为 340℃时，水热炭挥发分析出燃烧的峰几乎消失，固定碳燃烧峰占主导地位，从 DTG曲线中，不难发

现固定碳燃烧峰的峰值随着水热处理温度的升高而增大，且往高温区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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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玉米秸秆及其水热碳燃烧特性的 TG和 DTG 曲线

为了更直观的分析玉米秸秆水热炭的燃烧特性，引入了综合燃烧特性指数：

� =
��
�� �‱�

(����
）
�◰‱�

��
���

（3）

��
�� �‱�

为最大燃烧速率，%·min-1； ( ��
��
）

�◰‱�
为平均燃烧速率，%·min-1， ��为着火温度；��为燃尽温度。

详细参数见下表 3：
表 3 玉米秸秆原样及水热碳的燃烧特征参数

�� �� (dw/dt )max (dw/dt )mean S*10-13

原样 230.3 442.7 3.84E-03 8.12E-03 13.3
220℃ 268.1 496.7 3.63E-03 8.44E-03 8.58
340℃ 330.5 565.7 2.30E-03 7.89E-03 2.94

4 结论

1）亚临界水热条件下，生物质玉米秸秆可以碳化，且水热温度越高，碳化程度越高。固定碳含量从秸

秆原样的 16%增加到 340℃处理水热碳的 59%，并且挥发分和灰分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340℃亚临界水热

条件下，得到的样品固定碳、挥发分和灰分和烟煤十分相似。

2）经过亚临界水热处理，生物质玉米秸秆 H、O含量降低，能量密度提高。另外计算求得的水热碳高

位热值和烟煤相近，且着火点低于 300℃，综合燃烧特性和烟煤相比较好。

3）亚临界水热条件下处理玉米秸秆，所得秸秆水热炭可以代替烟煤用于高炉喷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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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流程硫解析及降低硫质量分数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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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降低京唐烟气硫排放及解决铁水中硫含量偏高问题，通过计算分析京唐烧结工序、球团工序、高炉工序硫平衡，

得到烧结硫负荷来源权重最大为混匀矿，占带入硫总量约 43%；球团硫负荷来源权重最大为矿粉，占带入硫总量高达 98%；高

炉硫负荷来源权重最大为燃料，占带入硫总量达到 94%。并根据详尽分析每道工序硫分布情况，得到降低京唐烧结、球团、

高炉废气及铁水中硫含量措施，即减少高硫矿粉（如秘鲁粉、自产加工粉等）的配比和降低燃料中硫质量分数，同时应进一

步提高高炉碱度与铁水温度。

关键词：烧结；球团；高炉；硫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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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the calcul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sulfur balance in the sintering, the

pelletizing, the Blast furnace process in shou-gang Jing-tang,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found.

The maximum weight of the sulfur load of sinter is the mixed ore, accounting for about 43% of

the total sulfur content, and the maximum weight of the sulfur load of the pellet is ore powder,

accounting for up to 98% of the total sulfur content, and the maximum weight of the sulfur load

of the blast furnace is fuel, accounting for up to 94% of the total sulfur content. By analyzing

the sulfur distribution in each process, the measures for reducing the sulfur content of waste

gas in the sintering, the pelletizing, the blast furnace process are obtained, which is reducing

the ratio of high sulfur content ore powder (such as Peru powder, self produced powder etc.) and

reducing the sulfur content in the fuel. At the same time, the alkalinity and the temperature

of the hot metal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sinter；pelletizing；blast furnace；sulfur content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资助项目 (2017YFB0304000)

前言

硫在钢铁生产中是有害元素。钢中硫元素质量分数高，会使钢的热加工性能变坏，即造成钢的“热脆”

性。 钢铁工业作为资源与能源密集型产业，也是废气和粉尘的排放大户，钢铁工业所产生的废气中包含大

量的硫化物，是大气污染最主要的污染源之一
[1-13]

。随着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格，降低钢中硫质量分数及废

气中硫化物日益重要。因此，从原料到高炉分析硫的来源、支出，研究硫的行为，找出降低硫质量分数途

径、提高脱硫能力，对于钢铁企业非常重要。

1 烧结工序硫平衡计算及分析

1.1 烧结工序硫平衡计算

根据京唐烧结生产日报表，确定硫收入项单位时间的上料质量，以及硫支出项单位时间的产量，并且

根据其硫元素含量的化验结果，计算出其单位时间带入及带出的硫质量。因废气排放量一般以 m3/h 为单位，

为方便计算比较，硫平衡的计算按每小时的质量来进行，单位为 kg/h，即硫平衡计算为单位时间料量×硫

质量分数。根据计算列出烧结工序硫平衡表，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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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烧结工序硫平衡表

Table1 Sulfur balance in sintering process

硫收入 硫支出

收入项目
带入硫质量/

（kg·h
-1
）

带入硫质量分

数/%
支出项目

支出硫质量/

（kg·h
-1
）

支出硫质量分

数/%

混匀矿 632.0 42.71 烧结矿 369.0 25.25

熔剂 55.0 3.72 返矿 163.5 11.19

燃料 504.1 34.05 除尘灰 48.6 3.32

除尘灰 125.3 8.47 烧结废气 880.4 60.24

返矿 163.5 11.05

总计 1479.9 100.00 总计 1461.5 100.00

1.2 烧结工序硫含量影响的权重分析

根据表 1 所示的计算结果，各烧结原料对整个烧结过程的硫质量分数的影响权重大小如图 1 所示。由

图 1 可知，各原料对烧结工序含硫量影响的权重大小顺序为：混匀矿>燃料>返矿>除尘灰>熔剂。

图 1 烧结各原料对烧结工序硫质量分数的影响权重

Fig.1 Influence of raw materials on mass percent of sulfur in sintering process

（1）混匀矿

混匀矿是烧结原料中配比最大的部分，其上料质量为 1211.0t/h，占烧结上料总质量的 57.8%，所以其

硫质量分数的大小对废气中 SO2质量浓度的影响最大。表 1中混匀矿带入硫的质量分数为 42.71%，远高于其

他组分，这是因为京唐使用的混匀矿中配入了高硫的矿石。如配加质量分数为 0.21%的秘鲁原矿带入的硫占

混匀矿总硫量的 14.48%；配加质量分数 2.83%的秘鲁粗粉带入的硫占混匀矿总硫量的 23.34%；配加质量分

数 0.21%的渣铁带入的硫占混匀矿总硫量的 3.42%；配加质量分数 1.96%的自产加工粉带入的硫占混匀矿总

硫量的 25.51%；另外，钢渣的硫含量也处在高水平。若减少混匀矿中高硫含量矿粉的配比，将会大大降低

混匀矿的硫含量。

（2）燃料

烧结用固体燃料为湿熄焦粉，其硫质量分数较高，硫质量分数为 0.75%，所以虽然固体燃料质量配比

远小于混匀矿，但其带入的硫量与混匀矿带入硫量相当，占总硫量的 34.05%，若能降低湿熄焦粉的硫子量

分数或者改善燃料条件，则可以大大降低带入烧结的硫质量分数。

（3）除尘灰

除尘灰在烧结配料中配入的比例较低，带入的硫质量分数也较低，除尘灰带入硫质量分数占硫总收入

项的 8.47%，而这其中高炉灰带入量占 67.12%，烧结灰带入量占 32.88%。高炉灰硫质来能够分数为 0.29%，

烧结灰硫质量分数为 0.58%，但由于配入硫质量百分比较小，所以对烧结废气中 SO2浓度的影响也较小。

（4）熔剂

熔剂带入的硫的质量百分数为 3.72%，所占比例较小。但是，随着焙烧石灰所用燃料硫质量分数不断

增加，使得生石灰的硫质量分数变大。且生石灰在改善制粒效果和提高料温等方面存在优势，使得生石灰

的配比逐渐变大。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生石灰带入硫质量分数不断增加。首钢京唐公司所用熔剂中的

白灰粉硫质量分数较高，质量分数为 0.08%，白灰粉占总熔剂的 24.79%，但带入的硫质量分数却占熔剂总

硫量的 51.82%，所以应重视熔剂对烧结硫质量分数的影响。

（5）返矿

在烧结生产稳定时，返矿基本能够达到平衡，由表 1可以看出，收入项和支出项中硫质量分数分别为

11.05%、11.19%，基本相同。所以在返矿平衡时，可以将返矿对烧结废气中 SO2质量浓度的影响看作收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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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影响为零。

1.3 综合分析

混匀矿、燃料和除尘灰对烧结废气 SO2的浓度影响较大，若减少混匀矿中高硫质量分数矿粉的配比（如

秘鲁粉）、降低湿熄焦粉的硫含量或者改善燃料条件，将会大大降低烧结废气中的硫含量；熔剂的影响作用

视其他原料硫质量分数而定，当其他原料硫质量分数较低时，熔剂的影响作用变大，反之亦然；返矿和气

体燃料对烧结废气 SO2浓度的影响很小，可以不作考虑。

2 球团工序硫平衡计算及分析

2.1 球团工序硫平衡计算

根据京唐球团生产日报表，确定硫收入项单位时间的上料质量，以及硫支出项单位时间的产量，并且

根据其硫元素质量分数的化验结果，计算出其单位时间带入及带出的硫质量。硫在球团中基本以废气形式

排出，占比达 90%以上，一般废气成分为硫质量约为 2300mg/m
3
，氮氧化物质量约 220mg/m

3
。硫平衡的计算

按每小时的质量来进行，单位为 kg/h。根据计算列出球团工序硫平衡表见表 2。
表 2 球团工序硫平衡表

Table2 Sulfur balance in pelletizing process

硫收入 硫支出

收入项目
带入硫质量/

（kg·h
-1
）

带入硫质量

分数/%
支出项目

支出硫质量/

（kg·h
-1
）

支出硫质量

分数/%

矿粉 975.9 98.58 球团矿 68.3 7.03

熔剂 10.0 1.01 粉尘 3.9 0.40

燃料 0.2 0.02 球团废气 899.9 92.57

粉尘 3.9 0.39

总计 990.0 100.00 总计 972.1 100.00

2.2 球团工序硫质量分数影响的权重分析

图 2 球团各原料对球团工序硫质量分数的影响权重

Fig.2 influence of raw materials on mass percent of sulfur in pelletizing process

根据表 2 所示的计算结果，各球团原料对整个球团工序的硫含量的影响权重大小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各原料对球团工序含硫量影响的权重大小顺序为：矿粉>熔剂>粉尘>燃料。

（1）矿粉

表 2 中矿粉带入硫的质量分数为 98.58%，远高于其他组分。因为矿粉是球团原料中配比最大的部分，

所以其硫质量分数含量的大小对废气中 SO2质量浓度的影响最大。球团使用矿粉中硫质量分数较高的主要为

自产加工粉、承德钛粉和承德高钛粉。质量分数占总矿粉质量 8.85%的自产加工粉带入的硫占矿粉总硫量的

34.00%；质量分数占总矿粉质量 0.81%的承德钛粉带入的硫占矿粉总硫量的 2.84%%；质量分数占总矿粉质

量 0.37%的承德高钛粉带入的硫占矿粉总硫量的 1.44%%。由于矿粉带入的硫质量分数远高于其他组分，所

以降低矿粉中高硫质量分数矿粉的配比，将会大大降低球团工序中的硫质量分数。

（2）熔剂

京唐公司所用两种熔剂中镁粉带入硫质量分数高于彭润土的硫质量分数，且分别占熔剂总硫量的 64%

和 36%。表 2 中熔剂带入的硫的质量分数为 1.01%，所以熔剂对球团工序硫收入的影响较小。

（3）燃料

京唐公司球团焙烧用燃料为焦炉煤气，其硫质量为 16.04mg/m3，对硫收入项的贡献仅占 0.02%，可以

184184



忽略不计。

（4）除尘灰

在球团生产稳定时，除尘灰的产生量与消耗量基本能够达到平衡，其在收入项和支出项中带入硫的质

量分数分别为 0.39%、0.40%，基本相同，所以在除尘灰平衡时，可以将除尘灰对球团废气中 SO2的影响看作

为收支相抵，影响为零。

2.3 综合分析

矿粉对球团工序硫质量分数的影响最大，带入硫的质量分数为 98.58%，远高于其他组分，所以降低矿

粉中高硫质量分数矿粉的配比，将会大大降低球团废气中的硫质量分数。

3 高炉工序硫平衡计算及分析

3.1 高炉工序硫平衡计算

根据京唐生产日报表，确定各硫收入项生产 1t 铁水所需质量，以及各硫支出项生产 1t 铁水时的产量，

并且根据对各项硫元素质量分数的化验结果，计算出其带入和带出的硫质量。高炉炼铁工序硫平衡计算将

以吨铁消耗进行计算，单位为 kg/t。根据计算列出高炉工序硫平衡表，见表 3 和表 4。
表 3 硫收入项平衡表

Table3 Sulfur income balance table

项目
入炉量/

（kg·t
-1
）

硫质量

分数/%
带入硫质量/kg 带入硫质量分数/%

烧结矿 1037.5 0.013 0.135 3.92

球团矿 386.3 0.01 0.039 1.13

澳矿 159.2 0.022 0.035 1.02

焦炭 336.3 0.71 2.388 69.42

煤粉 157.0 0.43 0.675 19.62

焦丁 23.6 0.71 0.168 4.89

总计 3.440 100

表 4 硫支出项平衡表

Tab.4 Sulfur expenditure balance table

注：煤气产量为 1395.8m3/t；煤气中硫质量为 0.23g/m3。

3.2 高炉工序硫质量分数影响的权重分析

根据表 3 所示的计算结果，各入炉项对整个高炉炼铁过程的硫负荷的影响权重大小如图 3所示。由图 3

可知，各入炉项对整个高炉炼铁过程硫负荷影响的权重大小顺序为：焦炭＞煤粉＞焦丁＞烧结矿＞球团矿

＞块矿。

项目 产量/（kg·t-1）
硫质量分数

/%
带出硫质量/kg 带出硫质量分数/%

铁水 1000 0.082 0.820 23.94

炉渣 289.0 0.78 2.254 65.81

煤气 0.307 8.97

炉前灰 0.387 0.29 0.001 0.03

旋风灰 13.87 0.31 0.043 1.26

干法灰 0.984 1.43 0.014 0.40

总计 3.4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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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入炉料各项含硫质量分数

Fig.3 Mass percent of sulfur in input materials

由图 3 可知，入炉料中携带硫质量最多的是焦炭，占到硫负荷的 69.42%。由于在炼焦的工艺过程中没

有有效的脱硫工艺，而开采出的煤本身就含有大量的硫，进而导致焦炭成为硫负荷的主要部分。煤粉的硫

质量分数较焦炭少，使用量也少很多，所以次于焦炭，其对硫负荷的比例占到 19.62%。原料方面，硫在矿

中的比例相对较少，带入硫占总收入的 6%左右。因此，降低焦炭中硫质量分数，开发炼焦脱硫工艺是降低

硫质量分数最有效方法。

根据表 4 所示的计算结果，各产物项对整个高炉炼铁过程的硫质量分数的影响权重大小如图 4 所示。

由图 4可知，各产物项对整个高炉炼铁过程含硫量影响的权重大小顺序为：炉渣＞铁水＞煤气＞炉尘。

图 4 出炉料各项含硫质量分数

Fig.4 Mass percentage of sulfur in output materials

由图 4 可知，高炉产物中，炉渣所含硫质量分数最高，占到其硫支出总质量的 65.81%。由于高炉炉渣

内的碱性氧化物如 CaO、MgO、MnO 等在渣铁界面发生化学反应，将铁水中的硫转移到了渣中，使得铁水硫

质量分数降低，炉渣硫质量分数升高。生产 1t 铁水炉渣的产量为 289.0kg，其中硫质量分数为 0.78%，而

铁水的硫质量分数仅为 0.082%，其携带的硫质量占总支出项的 23.94%。煤气中硫排出量为 0.23g/m
3
，为减

少环境污染，降低气体排放硫质量分数，应加大渣中排硫量。

从钢铁冶金学炼铁书中得知炉渣去硫的基本反应为[FeS]+(CaO)= (CaS) +(FeO)，其脱硫系数是温度、渣

氧势、渣碱度的函数，想提高脱硫系数可通过提高温度、提高炉渣碱度等手段进行
[1]
。就焦比与煤比而言，

京唐高炉与浦项和光阳高炉处于同一水平，但与韩国浦项和光阳高炉相比，京唐铁水硫质量分数较高，铁

温较低，碱度与渣量较低，京唐高炉操作应进一步提高碱度与铁水温度。

4 结论

（1）烧结硫负荷来源权重为：混匀矿>燃料>返矿>除尘灰>熔剂。京唐若减少混匀矿中高硫质量分数矿

粉的配比（如秘鲁粉）、降低湿熄焦粉的硫质量分数或者改善燃料条件，将会大大降低烧结废气中的硫质量

分数。

（2）球团硫负荷来源权重为：矿粉>熔剂>除尘灰>燃料。京唐矿粉对球团工序硫的影响最大，带入硫

的质量分数为 98%以上，若降低矿粉中高硫质量分数矿粉（如自产加工粉、承德钛粉）的配比，将会大大降

低球团废气中的硫质量分数。

（3）高炉硫负荷来源权重为：焦炭>煤粉>入炉矿，硫收入项中的焦炭、焦丁和煤粉带入硫质量分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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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4%，降低燃料中硫质量分数，会大幅降低铁水及煤气中硫质量分数。

（4）硫负荷较高的高炉，其焦炭与焦比均较高，焦炭中硫质量分数与焦比为影响硫负荷的主要因素。

就焦比与煤比而言，京唐高炉与浦项和光阳高炉处于同一水平，但与韩国浦项和光阳高炉相比，京唐铁水

硫质量分数较高，铁温较低，碱度与渣量较低，京唐高炉操作应进一步提高碱度与铁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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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配比与焦炭质量之间的关系
刘 洋 1,2, 李东涛 1,2, 马 超 1,2, 赵 鹏 1,2, 何亚斌 1,2, 徐荣广 1,2

（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钢铁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43；

2.绿色可循环钢铁流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3）

摘 要：为了提高焦炭强度及粒度，利用 40kg 试验焦炉研究了不同沥青添加方式，型煤中添加或直接添加，以及不同沥青添

加比例对配煤焦炭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将沥青按照 6%的比例配入型煤，随着型煤配比的逐步增加，焦炭的强度和粒

度均明显改善，且与沥青比例存在很好的相关性；当配入 30%比例的型煤时，型煤中沥青的配比与焦炭质量也存在较高的相

关性；直接配加 1.8%沥青比将同比例沥青加入型煤可得到冷强度和粒度组成更优的焦炭，但焦炭的热强度稍差。

关键词：沥青；型煤；焦炭质量；焦炭粒度

中图分类号：TQ520.6 文献标识码：A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percentage and coke quality
LIU Yang1,2, LI Dong-tao1,2, MA Chao1,2, ZHAO Peng1,2, HE Ya-bin1,2, XU Rong-guang1,2

（1. Shoug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ougang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43；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Recyclable Process for Iron and steel Product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rength and the grain size of the cok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asphalt addition
methods, adding or directly adding in the briquette, and different bitumen adding proportions on the coke quality of
the coal blending were studied by a 40kg experimental coke ov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proportion of
bitumen into the briquette was 6%, the strength and the granularity of the coke were obviously improved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he briquette increasing, which given a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bitumen and its
strength and granularity. When 30% proportion of briquette was added, there wa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atio of bitumen in the briquett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coke. The coke with better cold strength and particle size
composition can be obtained by adding 1.8% asphalt into the briquette, but its thermal strength was slightly worse.
Key words: asphalt; coal briquette; coke quality; coke granularity

煤沥青是煤焦油蒸馏提取各种馏分后的残留物，也简称沥青，在常温下为黑色固体, 无固定的熔点, 呈

玻璃相, 受热后软化,继而熔化, 密度为 1.25～1.35 g/cm
3 [1-3]

。随着高炉大型化的发展，对焦炭质量的要

求提高，尤其对焦炭热强度和粒度的要求提高。沥青作为煤化工产品，加入配煤中，可以提高配煤流动度，

促进焦炭结晶的成长，改善焦炭的结晶性和显微组织，同时增加煤容惰能力
[4]
，是理想的配煤黏结剂。

配型煤炼焦是将部分煤料与黏结剂（沥青等）压制成型煤，然后与散状煤料按比例混合后装炉炼焦。

日本先后开发出新日铁和住友成型煤炼焦工艺，德国开发出 RBS 法工艺等
[5-10]

。上海宝钢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末从日本引进了新日铁配型煤炼焦工艺，Ⅲ期工程又引进了新日铁简化配型煤炼焦工艺
[11]

。宝钢一期焦化

工程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表明，采用配型煤炼焦能提高和稳定焦炭质量，降低强黏煤的使用量，并有利于

装煤车的生产操作
[12]
。

从文献资料看
[13-19]

，关于直接添加沥青配煤炼焦试验研究报道不多，关注焦炭粒度变化的文献更少，且

没有关于添加沥青与焦炭冷热态强度和粒度变化的关系式的报道。本研究以沥青为添加剂，采用多种添加

形式进行炼焦试验，研究沥青的配入比例对焦炭质量的影响，不但关注添加剂对焦炭冷态强度和热反应性

强度的影响，而且关注焦炭的粒度变化。相关内容未见文献报道。

1 试验研究

1.1 试验原料

试验用煤为某焦化厂生产配煤，其配比为焦、肥煤 45%，1/3 焦煤 22%，气煤及弱黏结煤 23%，瘦煤 10%，

其挥发分 Vdaf为 27.49%，黏结性和结焦性稍差，b 值为-8%，检测数据见表 1。沥青来自某焦化企业，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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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见表 1，其灰分 Ad极低，仅有 0.30%，硫分 St,d较低，为 0.68%。

表 1 煤样及沥青检测数据

Table 1 Test data of coal sample and asphalt

名称 Ad/% Vdaf/% St,d/% G b/% X/mm Y/mm

煤样 9.57 27.49 0.95 73.2 -8 33.4 13.1

沥青 0.30 59.83 0.68 - - - -

1.2 试验焦炉及焦炭检测

炼焦试验采用底装铁箱式 40 kg 焦炉进行，其炭化室宽度为 400 mm，结焦时间为 15 h，炉墙温度最

高为 1050 ℃，出焦时焦饼中心温度为 950 ℃，入炉煤水分为 10%，细度为 90%。

炼焦试验所得焦炭的各项指标均按照 GB/T 2005—1994《冶金焦炭的焦末含量及筛分组成的测定方法》

和 GB/T 4000—2008《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试验方法》等进行检测分析。

1.3 试验方案设计

因型煤比例、沥青含量及沥青的添加方式均会对焦炭质量产生影响，因此设计 3组方案进行炼焦试验，

研究配型煤和沥青对焦炭质量的影响。

1）保持沥青在型煤中配比不变的情况下，研究型煤比例变化对焦炭质量的影响。

2）保持型煤配比不变，研究沥青在型煤中比例的变化对焦炭质量的影响。

3）在配煤中直接加入沥青，或者在型煤中加入相同比例的沥青，与不添加型煤及沥青的方法相比较，

研究焦炭质量的变化。

1.4 试验样品制备

用碾子将沥青进行多次破碎和筛分，最终使全部样品通过 1.5mm 的筛子，获得粒度小于 1.5mm 的沥青。

将配煤样用锤式破碎机破碎至细度大于 90％，将粉碎后的沥青与一定量的配煤混匀后压制成型煤，再与其

他配煤混合炼焦，或将破碎后的沥青直接与配煤混匀后炼焦。

2 结果及讨论

2.1 型煤中沥青比例不变，型煤配比变化时，沥青配比变化对焦炭质量的影响

以型煤方式配入沥青即先将沥青按照固定的比例配入型煤中，随着型煤配入比例的增加，沥青占配煤

总比例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表 2 可以看出，基础方案为不配型煤，其他方案逐渐将型煤配比由 10％提高

到 50％，各方案沥青添加量占型煤总量的 6％，配煤中沥青的配比呈升高趋势。

表 2 不同型煤配比试验方案

Table 2 Test schem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al mix

方案 型煤配比/% 沥青在型煤中质量分数/% 沥青配比/%

F11 0 0 0

F12 10 6 0.6

F13 20 6 1.2

F14 30 6 1.8

F15 40 6 2.4

F16 50 6 3.0

图 1 和图 2 为沥青配比与焦炭冷强度(M40和 M10)关系图，从中可知随着沥青配比的提高，焦炭的抗碎强

度 M40先升高，达配用 1.8%（30％型煤）左右沥青后开始缓慢下降，焦炭的耐磨强度 M10呈降低趋势，且相

关性很好，相关系数 R2
均大于 0.91。随着型煤配比的提高，配煤中沥青含量也得到提高，煤料的堆密度和

黏结性提高，焦炭的冷强度随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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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沥青配比与抗碎强度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mixture ratio and Crushing strength

图 2 沥青配比与耐磨强度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mixture ratio and abrasion resistance

沥青配比与焦炭算术平均粒度(ds)的关系如图 3 所示,随着沥青配比的提高，焦炭的算术平均粒度呈升

高趋势，且相关性很高，相关系数 R2
接近 0.99。随着型煤配比的提高，配煤堆密度提高的同时，沥青质量

分数也得到提高，配煤的黏结性和结焦性提高，加热过程中胶质体可以更充分进入煤料颗粒之间的间隙，

焦炭的粒度逐步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后提高趋势趋缓，因此焦炭的算术平均粒度提高。

图 3 沥青配比与算术平均粒度的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mixture ratio and arithmetic average granularity

沥青配比与焦炭热强度（CRI 和 CSR）的关系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随着沥青配比的提高，焦炭的反应

性 CRI 呈降低趋势，反应后强度 CSR 呈升高趋势，且两者的相关性均很高，相关系数 R2
均超过 0.97。沥青

的加入提高了配煤的流动性，改善了焦炭的结晶性和显微组织，焦炭的 CRI 和 CSR 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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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沥青配比与焦炭反应性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mixture ratio and coke reactivity index

图 5 沥青配比与焦炭反应后强度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mixture ratio and coke strength after reaction

随着配煤中沥青所占比例的提高，配煤的黏结性和结焦性提高，焦炭的质量得到提高，配用 30％的型

煤时，焦炭的整体性能较好。

2.2 型煤中沥青比例变化，型煤配比不变时，沥青配比变化对焦炭质量的影响

不同沥青比例试验方案见表 3，基础方案为不配型煤，其他方案均为配用 30％型煤，但沥青占总型煤

的比例由 2％提高到 8％，即沥青在配煤中质量分数增大。

表 3 不同沥青比例试验方案

Table 3 Test schemes for different asphalt ratios

方案 型煤配比/% 沥青在型煤中质量分数/% 沥青配比/%

F21 0 0 0

F22 30 2 0.6

F23 30 4 1.2

F24 30 6 1.8

F25 30 8 2.4

沥青配比与焦炭冷强度的关系如图 6 和图 7所示，随沥青配比的提高，焦炭的 M40先升高，至沥青在型

煤中的配比达到 6%左右时最大，随后开始减少，焦炭的 M10与之相对应，先降低后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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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沥青配比与 M40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mixture ratio and M40

图 7 沥青配比与 M10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mixture ratio and M10

从图 8 可以看出，随沥青配比的提高，焦炭的算术平均粒度呈升高趋势，两者相关性好，相关系数 R2

接近 0.89。

图 8 沥青配比与 ds关系

Fig. 8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mixture ratio and ds

图 9、10 为沥青配比与焦炭热强度的关系图，可以看出，随沥青配比的提高，焦炭的 CRI 呈降低趋势，

CSR 呈升高趋势，且线性相关度均很高，相关系数 R
2
均超过 0.95。

在保持型煤配比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型煤中沥青含量的提高，配煤的塑性温度区间增大，煤料内的膨

胀压力增加，黏结性增强，焦炭的整体性能得到提高，因此焦炭的冷强度、热强度和粒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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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沥青配比与 CRI 关系

Fig. 9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mixture ratio and CRI

图 10 沥青配比与 CSR 关系

Fig. 10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halt mixture ratio and CSR

2.3 直接添加沥青时对焦炭质量的影响

为了比较直接添加沥青的影响，选取上述配型煤对焦炭质量影响最好的条件——型煤配比 30%，型煤中

沥青配比 6%，进行试验方案设计。试验方案见表 4，方案 F31 为基础方案，不配沥青和型煤；方案 F32 为

在配煤中直接配加 1.8％的沥青；F33 为配加 30%的型煤，其中型煤中含 6％的沥青，相当于配煤中含 1.8％

的沥青。

表 4 试验方案

Table 4 Test scheme

方案 型煤比例/% 配沥青量/%

F31 0 0

F32 0 配 1.8 沥青（占配煤）

F33 30 配 6 沥青（占型煤）

焦炭冷强度变化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直接配加沥青后，焦炭的 M40明显提高，由 74.2％提高到 83.4%；

配型煤方案焦炭的 M40稍好于直接添加沥青方案的焦炭。直接配加沥青后，焦炭的 M10明显降低，由 17.6%降

至 11.2%；配型煤方案焦炭的 M10略高于添加沥青方案的焦炭。这是因为直接添加沥青能提高配煤的黏结性

和结焦性，从而得到冷强度更好的焦炭，添加型煤进一步提高了配煤的堆密度，对焦炭冷强度的提高更有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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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焦炭 M40及 M10变化

Fig. 11 Variations of coke M40 and M10

焦炭算术平均粒度变化如图 12 所示，从中可知，直接配加沥青方案焦炭的算术平均粒度最高，配型煤

方案的次之，基础方案的最小。这是因为直接添加沥青和型煤中添加沥青都能提高配煤的结焦性，但直接

添加沥青的配煤均匀性更好，更有利于释放焦炭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焦炭的裂纹少，粒度大。

图 12 焦炭算术平均粒度变化

Fig. 12 Variations of arithmetic average granularity of coke

焦炭 CRI 及 CSR 变化如图 13 所示，直接配加沥青后，焦炭的 CRI 明显降低，配型煤方案焦炭的 CRI 更

低，CSR 与之相对应，配加型煤的焦炭最高，直接配加沥青的焦炭次之，不添加的最差。这是因为沥青的配

加提高了配煤的流动性和结焦性，焦炭的热强度得到提高，型煤的配加提高了配煤的堆密度，进一步提升

焦炭的热强度。

图 13 焦炭 CRI 及 CSR 变化

Fig. 13 Variations of coke CRI and CSR

直接配加沥青与将沥青添加型煤中再配煤相比，前者由于沥青在配煤中的均匀性高，有利于缓和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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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过程中的内应力，提高焦炭的冷强度和粒度，但同时由于配煤的堆密度降低，焦炭的热强度比前者差。

3 结论

1）保持型煤中沥青质量分数不变，随着型煤配比的提高，焦炭的冷热态强度和粒度均得到改善。沥青

配比与焦炭冷热态强度及算术平均粒度的相关性好，相关系数 R2
均超过 0.91。

2）保持型煤配比不变，随着型煤中沥青质量分数的提高，焦炭质量得到改善。沥青配比与焦炭冷热态

强度及粒度相关性较好。

3）直接配加沥青或将沥青加入型煤，均能提高焦炭的冷热强度和粒度指标。直接配加沥青比将沥青加

入型煤可得到冷强度和粒度组成更优的焦炭，但配型煤焦炭的热强度更好。

4）配用 30%的型煤（其中沥青占型煤的 6%）时，焦炭的冷强度较优，如想进一步提高焦炭的热强度和

粒度，可以适量提高沥青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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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矿成矿特性研究
潘 文 1,2，赵志星 1,2，冯龙 3，陈绍国 1,2，赵 霞 4，柏鹏飞 3

（绿色可循环钢铁流程北京市重点试验室，北京 100043；2.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43；3. 首钢长治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长治 046031；4.首钢工学院，北京 100043）

摘 要：通过对某 198 m2烧结机料层温度测试以及烧结矿质量分区测试研究了烧结矿的成矿特性。烧结料层温度测试结果表

明：上层烧结矿燃烧带持续时间短、最高温度低，其燃烧带的热流强度（CTI）仅不足下层的 10%，说明烧结料层下层热量充

沛液相充足，上层热量不足不利于液相生成。烧结矿质量分区检测结果表明：烧结矿质量偏析主要集中在垂直方向上，表现

为表层烧结矿强度低、抗摔性能和粒度组成差；下层烧结矿强度高、抗摔性能和粒度组成好；30%以上的烧结返矿集中在占

总烧结矿层厚 16.7%的表层烧结矿。基于此，增加表层矿热量、提高表层烧结矿质量是改善整体烧结矿质量的重要方向之一，

热风烧结和厚料层烧结等技术是可行的技术手段。另外，进一步改善偏析布料效果仍需要深入研究。

关键词：烧结矿；料层高度；成矿特性；温度；质量；燃烧带；分区测试

中图分类号：TF0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64（2020）02-

doi：10.13403/j.sjqt.2020.02.00

Research on sin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iron ore agglomeration
Pan Wen1,2, Zhao Zhixing1,2, Feng Long3, Chen Shaoguo1,2, Zhao Xia4, Bai Pengfei3

(1.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Recyclable Process for Iron & steel Product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2. Shoug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3. Shougang Changzhi Iron & Steel Co., Ltd., Changzhi 046031, Shanxi; 4.

Shoug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Abstract In current study, the sin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iron ore agglomerat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testing temperature and

sinter quality within the sinter layer on a 198 m2 sinter machine. According to the temperature testing results, the combustion zone of

the upper layer showed relatively short duration and low maximum temperature. The heat flow intensity of the combustion zone (CTI)

within the upper layer was one-tenth of that of the lower layer. It indicates that the heat in the upper layer is not sufficient to generate

enough liquid. While abundant heat is expected in the lower layer with plenty of liquid. According to the sinter quality testing results

by area, the segregation of sinter quality was mainly in vertical direction. It exhibited higher tumbling index, better crash resistance

and size distribution in the lower layer against the upper layer. Over thirty percent of return fines were concentrated within the surface

layer, which accounts for 16.7 % of the whole sinter layer. Based on the abov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sinter quality in

the surface layer. To achieve that, techniques such as hot gas sintering and sintering with high bed depth are recommended. In addition,

segregation distribution is still needed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to improve the vertical segregation.

Key words iron ore sinter; characteristics of iron ore agglomeration; combustion zone; test by area

1 前言

铁矿粉烧结工序是炼铁工艺的重要环节，其目的在于将粉状的铁矿石造块形成粒度、物理强度合格，

冶金性能优良的烧结矿[1-2]。当前，烧结矿是亚洲和我国高炉最主要的入炉原料之一[3-4]，其入炉比例约 60%
左右，个别高炉超过 80%[5]。烧结矿的造块过程涉及铁矿石与熔剂、固体燃料、助燃空气等气、固、液多相

传质、传热过程，以及多种复杂的液相生产化学反应，具有非平衡态、非均质的成矿特征。

围绕烧结矿的成矿机理和成矿特性，学者们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白冬冬等[6-7]研究了烧结矿成矿

过程对 RDI 性能的影响，得出结论：气氛和温度是影响烧结矿 RDI 性能的重要因素，适当减少烧结高温

段持续时间，延长低温段时间有利于改善烧结矿 RDI性能；付俊鹏等[8]采用离散元分析方法研究了烧结矿

散料床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随料层高度和床层几何因子的增加，空隙率逐渐减小；Maximiano V.RAMOS
等[9]利用 DEM 模拟了烧结过程中料层结构特性的变化，结果表明混合料碳含量以及软融温度均对烧结过

程的料层结构有影响；Kyosuke HARA 等[10]利用 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技术（CT）对烧结过程的料层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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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特性进行了实时的在线测试，测试结果表明烧结料层的收缩主要是由液相融合作用产生的。结合以往的

研究经验，本文通过料层温度测试以及烧结矿质量分区测试研究了烧结矿的成矿特性，包括烧结矿化学成

分、矿物组成，以及质量指标等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对于改善烧结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试验方法

试验对象为国内某钢铁企业 198 m2烧结机，试验期间的生产原料条件及部分烧结参数见表 1。试验由

两部分组成：一是对烧结料层温度变化进行在线实测，考察烧结料层的热量分布情况；二是对台车上的烧

结矿进行分区测试，考察烧结矿质量指标变化。

表 1 原料条件及生产参数

Tabel 1 Raw material and sintering parameters

富矿粉（质量分数） / %
精矿粉（质量分数）

/ %

固体燃料（质量分数）

/ %

料层厚度

/ mm

点火温度

/ ℃

90 10 3.6 750 1 050

2.1 料层温度曲线测试方法

料层温度曲线通过布置在台车垂直方向的 3根热电偶测量得出，热电偶连接数据采集器，如图 1所示。

所用热电偶为 S型铂铑热电偶，量程范围为 50~1 600 ℃。热电偶在烧结机机头位置插入对应的检测孔，插

入深度为 1.5 m，连接数据采集器后随台车运行至机尾，在此过程中温度数据通过数据采集器进行实时采集

与保存，采集频率为 5Hz。台车运行至机尾拔出热电偶，完成 1 次数据采集。重复上述步骤 6 次，得到 6
组上、中、下层烧结料层温度曲线，将其平均值作为烧结料层温度曲线测试结果。

烧结台车

上层热电偶

数据采集器

中层热电偶

下层热电偶

图 1 烧结料层温度测试示意

Fig.1 Temperature testing schematic diagram of sinter layer

2.2 烧结矿质量分区测试方法

烧结台车运行至机尾时，将整块台车连同其上的成品烧结矿重车吊出，进行分区取样测试。垂直方向

上，至上而下分为 4层，分别用 S、A、B、C层表示表层、上层、中层，以及下层，4层的厚度分别为 100、
180、180、180 mm；水平方向上，平均等分为 1、2、3三列，因此整个烧结料层共被划分为 12个区域，如

图 2所示。

逐层分区域对上述 12个区域中的烧结矿进行取样，每个区域取样 200 kg，取好的样品按图 3的测试流

程对烧结矿转鼓强度、粒度组成、化学成分等性能指标进行测试，各指标分层、分列汇总统计，例如 S层

指标为 S1、S2、S33个区域所测指标的平均值。烧结矿粒度降解率的计算如公式（1）所示。

� � �����
��

× ���% （1）

式中：δ为烧结矿粒度降解率，%；D0为落下前烧结矿平均粒径，mm；D1为落下后烧结矿平均粒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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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烧结断面分区图

Fig.2 Cross section of sinter layer

单辊破碎

筛分得到原始平均粒径

记为 D0

落下试验

筛分得到落下后平均粒径

记为 D1

物相、化学成分等检测

转鼓强度测试

开始测试

结束测试

计算粒度降解率δ

图 3 烧结矿分区测试流程图

Fig.3 Flow diagram of sinter quality testing within sinter layer

3 烧结料层热量分布特征

烧结料层温度测试结果如图 4所示。从图 4（a）升温曲线看，烧结过程的料层温度变化大致可分为升

温、高温保持，以及降温冷却 3个阶段。第 1阶段，在火焰前锋达到之前，烧结混合料受上部热烟气加热

形成预热带，预热带温度在 150 ℃左右，持续时间 3~5 min，在此期间混合料中的物理水蒸发脱除，同时对

固体燃料进行预热；第 2阶段，当火焰前锋到达时，混合料中的固体燃料发生剧烈燃烧反应，料层温度迅

速上升，在 1~2 min时间内达到 1 200 ℃，并在 1 200 ℃以上保持一段时间，形成烧结燃烧带，烧结液相反

应即在此期间发生；第 3阶段，燃烧带产生的液相冷却析出后粘结周围固体未熔物料，热烧结矿冷却形成

成品烧结矿。

从图 4（b）中的高温保持时间以及最高温度两个特征参数比较来看，各层燃烧带存在较大差异，下层

燃烧带高温保持时间是上层的 3倍左右，下层燃烧带最高温度较上层高 100 ℃左右。

利用燃烧带的高温保持时间和温度曲线，可以积分得到燃烧带热流强度（CTI），其物理意义为图 5（a）
中 1 200 ℃以上温度曲线与 1 200 ℃温度基线之间所包含的网状区域的面积，通过燃烧带热流强度可直观

的反映燃烧带的热量水平。CTI计算方法如公式（2）所示。

�所示 � ��
�� 所 �� × �� （2）

式中：CTI代表燃烧带热流强度，℃.min；t1代表料层升温至 1 200 ℃的时间，min；t2代表料层降温至 1 200 ℃

的时间，min；T代表料层温度，℃；t代表烧结时间，min。
各层 CTI值计算结果如图 5(b）所示。由图 5(b）可知：下层燃烧带 CTI值是中层的 2倍，上层的 1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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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可见，在料层上部位置，由于料层自蓄热作用尚未开始，使得上部料层热量不足，不利于烧结液相生

成；在料层下部位置，料层的自蓄热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下层热量充足甚至富余。

（a）温度曲线；（b）燃烧带温度特征

图 4 烧结料层温度测试

Fig.4 Temperature testing of sinter layer

（a）测算示意；（b）测算结果

图 5 燃烧带热流强度

Fig.5 CTI values of sintering combustion zone

4 烧结矿质量分布特征

4.1 化学成分与转鼓强度

根据各区域化学成分检测结果，除了 FeO、C、S外，其他化学成分在烧结料层中的分布基本保持稳定

或变化无明显规律可循。图 6、7分别列出了烧结料层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 FeO、C、S 质量分数以及转

鼓强度分布图。

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上烧结矿 w(FeO)和转鼓强度变化情况如图 6所示。由图 6(a)可知：至上而下，烧

结矿中的 w(FeO)呈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受料层透气性影响，上层的燃料燃烧动力学条件较下层差，使得

上层燃烧带还原性气氛更强，烧结矿 w(FeO)更高。表层（S层）矿 w(FeO)高还与点火器内强还原性气氛强

有关。此外，由图 6(b)可知：烧结矿的转鼓强度并未随着 w(FeO)的下降而降低。相反，至上而下烧结矿的

转鼓强度逐步提高，主要是由上述烧结料层的热量分布特征决定的；水平方向上，两侧与中部烧结矿的w(FeO)
基本保持一致，转鼓强度中部烧结矿略低于两侧的烧结矿约 1%~2%。

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上烧结矿 w(C)和 w(S)变化情况如图 7 所示。由图 7(a)可知，烧结矿残碳自上而下

降低趋势明显，与上述烧结矿 w(FeO)变化相吻合。由图 7(b)可知，垂直方向上烧结矿 w(S)自上而下有降低

趋势，说明下层混合料中的 S更易被氧化为 SO2进入烧结烟气当中，因为下层燃烧带高温持续时间更长、

温度更高，有利于 S的氧化反应；水平方向上烧结矿残碳以及 w (S)相对于垂直方向波动更小，基本保持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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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垂直方向；（b）水平方向

图 6 烧结矿 w(FeO)及转鼓强度

Fig.6 w(FeO) and Tumbling index of sinter

（a）垂直方向；（b）水平方向

图 7 烧结矿 C含量及 S含量

Fig.7 Carbon and sulphur content of sinter

4.2 粒度组成

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烧结矿粒度组成分布如图 8所示。由图 8(a)可知：垂直方向上，表层（S层）与下

面 3 层烧结矿的粒度分布曲线比较，表现出了相反的分布规律：表层烧结矿小粒级多，大粒级少，其余 3
层反之。此外，由图 8(b)可知，水平方向上的粒度分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烧结矿的平均粒径以及粒度降解率如图 9所示。由图 9(a)可知：垂直方向上，烧结

矿平均粒径自上而下逐层提高，尤其表层矿平均粒径明显低于下面 3 层烧结矿，其平均粒径仅为下层烧结

矿的 1/3左右；烧结矿粒度降解率自上而下呈线性下降趋势，下层烧结矿较上层和中层烧结矿表现出了更好

的抗摔性能。由图 9(b)可知：两侧烧结矿的平均粒径略低于中部烧结矿 1~1.5 mm。一般而言，同等条件下

烧结矿的平均粒径越大，转鼓强度的检测值越低，因此上述中部烧结矿的转鼓强度略低于两侧烧结矿可能

与烧结矿粒度组成的差异有关；由公式(1)得到的烧结矿粒度降解率反映了烧结矿的抗摔性能，该值越小说

明抗摔性能越强，中部烧结矿的抗摔抗摔性能好于两侧烧结矿。

通过<5 mm烧结矿质量分数，结合各区域烧结矿的量，可以测算出烧结返矿的分布情况，结果如图 10
所示。从图 10(a)可知：自上而下烧结矿返矿量逐层降低，约 1/3 的返矿集中在占烧结料层厚度 1/6 的表层

（S层）。因此就降低烧结返矿率而言，应重视改善表层烧结矿质量，但也不能忽视中、下层烧结矿质量，

因为仍有剩余的 2/3的返矿分布在烧结料层的中、下部。此外，水平方向上两侧与中部的返矿量基本相当，

如图 10（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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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垂直方向；（b）水平方向

图 8 烧结矿粒度组成

Fig.8 size distribution of sinter particles

（a）垂直方向；（b）水平方向

图 9 烧结矿平均粒径及粒度降解率

Fig.9 Mean size and particle degradation rate of sinter

（a）垂直方向；（b）水平方向

图 10 烧结矿返矿量分布

Fig.10 Distribution of return fines within sinter layer

4.3 矿物组成

对所取 12个烧结矿样品分别进行 X射线衍射（XRD）物相分析。图 11为部分样品的 X射线衍射图谱，

通过该图谱可以得到烧结矿内的主要矿物类型及其半定量质量分数。图 12(a)、(b)分别是垂直方向和水平方

向上烧结矿的赤铁矿、磁铁矿，以及铁酸钙含量汇总结果。

由图 12(a)可知：垂直方向上，各层烧结矿之间赤铁矿质量分数相差不大，基本保持在 44%~45%的水平；

磁铁矿质量分数自上而下呈下降趋势，与烧结矿 w(FeO)变化趋势一致。铁酸钙质量分数自上而下逐渐提高，

一方面是由于下层燃烧带氧化性气氛更强，有利于铁酸钙生成，另一方面下层燃烧带高温持续时间长，生

成铁酸钙的动力学条件更好。水平方向各列烧结矿矿物含量略有波动，但幅度不大，如图 12(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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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1；（b）C1

图 11 样品 X衍射图谱

Fig.11 x-ray diffraction spectrogram

（a）垂直方向；（b）水平方向

图 12 各层烧结矿矿物组成

Fig.12 Mineral compositions of sinter

5 烧结矿成矿特性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烧结矿的成矿特性，即烧结燃烧带以及烧结矿质量分布特征在料层垂直方向上表

现出了较强的规律性，水平方向上基本保持稳定。垂直方向各层烧结矿的成矿特性如表 2所示。

由表 2可知：

（1）燃烧带分布特征：上层燃烧带宽度窄，温度低，热量不足；下层燃烧带宽，温度高，热量富余。

（2）烧结矿质量分布特征：受燃烧带分布特征影响，上层烧结矿强度低，抗摔性能和粒度组成差，整

体质量不足；下层烧结矿强度高、抗摔性能和粒度组成好，整体质量较好。

因此，从改善烧结矿质量角度考虑，改善表层烧结矿质量，或者减少表层烧结矿所占比例是改善烧结

矿质量的重要方向之一，其中利用环冷热废气或者大烟道热烟气的热风烧结可有效改善表层烧结矿质量[11]，

厚料层烧结可降低表层烧结矿的占比[12]。从均质烧结角度考虑，烧结矿的质量偏析主要集中在垂直方向上，

水平方向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目前烧结布料系统虽然都采取了九辊布料等偏析布料手段，但是从实测效果

来看仍存在较大的偏析，如何进一步改善偏析布料效果仍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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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烧结成矿特性

Table 2 Sin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iron ore agglomeration

项目 特征 上层 中层 下层

燃烧带
燃烧带宽度 窄 中 宽

燃烧带最高温度 低 中 高

烧结矿质量分

布

烧结矿 w(FeO) 高 中 低

烧结矿转鼓强度 低 中 高

烧结矿粒度降解率 高 中 低

烧结矿平均粒径 小 中 大

烧结矿铁酸钙质量分数 低 中 高

6 结论

通过国内某企业 198 m2烧结机的料层温度在线实测、烧结矿质量分区检测，对烧结矿的成矿特性有了

进一步了解，主要结果如下。

（1）根据料层温度测试结果，烧结预热带持续时间 3~5 min，温度 150 ℃左右，预热带后料层温度在

1~2 min内迅速升至 1 200 ℃以上，进入烧结燃烧带。

（2）烧结燃烧带高温保持时间自上而下逐渐变宽，最高温度越来越高，计算结果显示下层燃烧带热流

强度（CTI）是中层的 2倍，上层的 10余倍。因此从热量分布看，上部料层热量不足，不利于烧结液相生

成，下部料层热量充足甚至富余。

（3）根据烧结矿质量分区检测结果，在垂直方向上烧结矿 w(FeO)自上而下逐层下降，烧结矿中的残碳

亦呈下降趋势，表层烧结矿的转鼓强度明显低于其下 3 层烧结矿，下层烧结矿具有最高的转鼓强度，与烧

结料层的热量分布特征一致。水平方向上中部烧结矿转鼓强度较两侧烧结矿低 1%~2%。

（4）烧结矿粒度组成方面，自上而下烧结矿粒度分布逐步改善，表层矿平均粒径仅为下层烧结矿的 1/3
左右。烧结矿粒度降解率自上而下逐层下降，说明下层烧结矿具有更好的抗摔能力。水平方向上，中部烧

结矿的抗摔性能好于两侧烧结矿，平均粒径也略高于两侧烧结矿 1~1.5 mm。

（5）根据烧结矿粒度组成测算得到返矿分布情况，自上而下烧结矿返矿量逐层降低，约 1/3的返矿集

中在占烧结料层厚度 1/6的表层上。水平方向上两侧与中部的返矿量基本相当。

（6）烧结矿矿物组成方面，垂直方向各层烧结矿之间赤铁矿质量分数相差不大，基本保持在 44%~45%
的水平。磁铁矿质量分数自上而下呈下降趋势，铁酸钙质量分数自上而下逐渐提高。水平方向各列烧结矿

矿物质量分数略有波动，但幅度不大。

（7）增加表层矿热量，提高表层烧结矿质量是改善整体烧结矿质量的重要方向之一，热风烧结和厚料

层烧结等技术是可行的技术手段。另外，进一步改善偏析布料效果仍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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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铜冷却壁长寿技术分析
张 勇 1， 龚卫民 2， 贾国利 2， 赵满祥 2， 焦克新 3， 佘雪峰 3

（1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北京，100043；2 首钢股份公司，迁安，064404；3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100083）

摘要：本文对行业内众多铜冷却壁的破损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认为：破损的主要原因是边缘煤气流控制不合理、冷却

制度管控不精细，炉体维护不及时和缺乏渣皮监控手段等，并最终提出铜冷却壁长寿的关键是要建立“以渣皮控制为核心”

的理念，坚持“一稳、二均，三监控”的操作。

关键词：高炉；铜冷却壁；长寿技术

1 前言

铜冷却壁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欧洲进行研究和使用，1978年铜冷却壁首次在比利时西德玛B高炉

炉身下部安装了一块进行试验，取得成功后，1979年德国蒂森钢铁又在汉堡4号高炉炉身中部安装了2块进

行工业试验，经过9年运行其磨损量仅为0-3mm。1988年蒂森又在鲁罗尔特厂6号高炉炉身下部安装了2块铜

冷却壁，得到了相同的结果，由此铜冷却壁得到了大幅推广[1]。我国使用铜冷却壁最早是在1999年首钢2号

高炉上，当时在炉身安装了两块铜冷却壁进行试验，2002年又首次使用了国产铜冷却壁进行试验。到目前

为止，国内约有200多座高炉使用铜冷却壁。

铜冷却壁的主要优点是1）导热系数高，铜的导热系数≥380W/（m·K），在工作温度下比球墨铸铁高

约10倍。2）抗热震性能好，因铜材的导热性能好，延展率高，故铜冷却壁抗热震性能很好。3）抗热流冲

击性能良好，铜冷却壁能承受的最大热流强度为350KW/㎡（约15min），而铸铁冷却壁能承受的最大热流

强度仅为70 KW/㎡（约15min）。由于铜冷却壁优异的性能和表现，人们预期其使用寿命可以达到30-50年。

然而，随着应用的普及和时间的推移，应用并未达到炼铁界的预期寿命，多数铜冷却壁在使用5-8年后出现

了大量破损现象。

本文以众多铜冷却壁的破损案例为调研对象，对铜壁破损原因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

出了铜冷却壁长寿的控制理念和具体的操作措施，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为广大高炉操作者提供借鉴。

2 铜冷却壁破损情况统计

根据现有已报道文献，对发生铜冷却壁破损的高炉进行了统计和原因分析[2-12]。统计发现，众多铜冷却

壁在使用5-8年后出现大量破损现象，具体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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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部分高炉铜冷却壁损坏情况统计

开炉时间 开始损坏时间 寿命/年 损坏部位 原因分析

T1# 2004.2 2011.8 8 6、7、8 段 磨损和烧损

A2# 2005.12 2011.10 6.11 7、8、9、10 段 磨损

A3# 2005.12 2013.5 8.6 7、8、9、10 段 磨损和烧损

A7# 2004.9 2013.6 9.9 6、7、8 段 磨损

A4# 2006.12 2015.6 9.6 6、7、8、9 段 磨损

L3200 2010 2016.11 7.10 7、8 段 磨损

M3200 2009.5 2016.9 8.4 4段 磨损及少量水管拉剪断

H8# 2009 2017.2 9.0 6、7、9 段 磨损，8段好，9 段上端烧损

B1# 2008.9 2015.9 8.0 7、8、9、10 段 磨损

B2# 2009.4 2016.4 7.0 7、8、9、10 段 磨损

S5800 2009.10 2017.5 7.7 6、7 段 磨损

W1# 2001.5 2009 8.0 炉腰 磨损

W7# 2006.6 2009.7 3.0 炉腹 磨损和烧损

X1# 2006.11 2012.6 5.6 5、6、7、8 段 磨损和烧损

C5# 2006.12 2009.1 2.1 炉身下部 水管剪裂、剪断

J7# 2011.3 2013.3 2.0 6、7、8 磨损和烧损

此外，根据中钢协对83座高炉统计发现，其中有30座高炉曾发生过铜冷却壁损坏，破损率达36.14%，

铜冷却壁平均使用年限6.3年。炉腰中下部铜冷却壁损坏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36.36%，炉腹中上部次

之，占27.27%。炉身下部到炉腰中上部铜冷却壁损坏的比例约为18%。

3 铜冷却壁破损原因分析

1）边缘煤气流控制不合理

许多案例表明，由于边缘煤气流控制不合理，出现局部气流或边缘气流波动过大，造成渣皮频繁脱落，

使铜冷却壁直接暴露在热煤气或炉料下，最终导致铜冷却壁破损。破损的形式主要是“上部干区”的炉料

磨损和“下部湿区”的热熔损，见图 1。 还有一些案例，由于长期过分压制边缘气流，边缘温度过低，形

成所谓的干区，难以形成渣皮，使铜冷却壁直接接触热煤气和炉料。而铜冷却壁最大的缺点就是硬度低，

耐磨性极差，极易发生磨损，且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软熔带之上的炉身中下部。

图1 高炉铜冷却壁损坏形式（左：干区的磨损；右：湿区的热熔损）

此外，还有一些铜冷却壁的破损是发生在上部布料矩阵发生较大变化期间，如“取消中心焦”的操作

过程中。取消中心焦操作，往往意味着打破现有煤气流分布，重建煤气流分布，在此过程中极易造成铜冷

却壁破损。因此，在发生煤气流大波动时，必须密切关注壁体温度的变化，一旦壁体温度由稳定变为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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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后，可认为渣皮已经脱落。当壁厚温度超过 150℃后，必须进行必要的人为干预，如增大水量、调整布

料，防止铜壁破损。

2）冷却制度管控不精细

还有一些案例，由于冷却制度管控不精细，特别是由于冷却水量设计偏低或特殊炉况时冷却制度管理

不及时，导致了铜冷却壁的大量破损。例如某 2000m3高炉，在焖炉期间，冷却水量减至 500m3/h，期间又

不注意观察壁体温度变化，导致冷却壁大面积损害。因此，铜冷却壁冷却制度管控，要“粗看水量，细看

水速，监控壁体温度”。

3）炉体长期不进行修补维护

炉体喷涂维护对铜冷却壁有两点好处：第一是填补燕尾槽中脱落的耐材，营造了良好的挂渣环境。二

是修整炉形，使操作炉型回归设计炉型，煤气流分布更均匀合理，更容易控制。但遗憾的是，很多高炉长

期不进行炉身维护，操作炉型不规整，造成煤气流难以控制，进而导致渣皮频繁脱落，冷却壁破损。

4）缺乏“渣皮再生与脱落”模型监控

很多高炉不注重监测手段的安装和运用，目前安装渣皮再生与脱落模型的高炉很少。日常操作中由于

缺乏对渣皮的有效监控，工长无暇顾及壁体温度波动趋势，往往不能够在早期发现铜冷却壁异常问题，最

终出现铜冷却壁损坏现象。

4 铜冷却壁长寿技术分析

1）树立以“渣皮控制为核心”理念

铜冷却壁长寿关键就是铜冷却壁热面必须要有一定厚度的渣皮，理想厚度为 30-50mm。由于铜冷却壁

具有良好的导热性，因而能形成一个相对较冷的表面，从而为渣皮的稳定存在以及脱落后短时间内重新形

成创造了条件。渣皮的导热率极低，渣皮形成后，就形成了由炉内向铜冷却壁传热的一道隔热屏障，从而

保护了铜冷却壁。若渣皮脱落后，壁体将面临机械磨损和高温烧损问题，若不能快速形成新的渣皮或不具

备挂渣环境，极易发生破损。因此，要树立以“渣皮控制为核心”的理念是铜冷却壁长寿的前提。

2）坚持“一稳、二均，三监控”

①保持原燃料质量与高炉运行的稳定

原燃料的稳定，主要是考虑原料软化温度和软化区间要稳定，进而保证软熔带的位置相对稳定。一般

而言，软熔带部位对应的铜冷却壁壁体温度波动最大，软熔带下部的壁体温度波动很小，软熔带上部的壁

体温度波动稍大。原燃料稳定，可以最大程度稳定软熔带位置和高度，保障渣皮的稳定。

从众多案例看，高炉波动时极易发生铜冷却壁破损，但造成高炉波动的因素众多，形式各异，难以避

免。因此，高炉操作者应该努力营造原燃料和高炉炉况稳定的局面，才能避免铜冷却壁的破损。另一个的

调研角度看，铜冷却壁使用寿命比较长的高炉都具备高炉长期稳定这一要素。

②保持煤气流均匀稳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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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渣皮控制为核心”的主要手段就是控制好边缘煤气流，边缘煤气流分布要均匀分布。过度压制边

缘气流，难以具备形成渣皮的条件，即所谓的“干区”过大，铜冷却壁无渣皮保护，容易造成铜冷却壁的

磨损。边缘气流过大，容易失去控制，形成局部气流，造成渣皮频繁脱落，最终造成铜冷却壁烧损。

③加强铜冷却壁监控

如上所述，高炉长期稳定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实际上高炉波动有时难以避免，那就要加强铜壁

的监控。经验发现，铜冷却壁在发生大面积破损前，会发生大幅波动，壁厚温度会大范围超过 200℃，若能

在早期发现异常，并实施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破损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在日常操作中，工长所要

关注的高炉参数众多，致使无暇顾及铜冷却壁的壁厚温度，因此，我们提倡建立铜冷却壁渣皮脱落与再生

模型，由模型进行及时提醒，高炉操作者获知后进行操作应对，避免铜壁破损，达到长寿目的。

3）首钢股份公司铜冷却壁应用效果

首钢股份公司现有三座高炉，依次于 2004年 10月 8日、2007年 1月 4日和 2010年 1月 8日开炉投产，

1、2号高炉炉型相同，均在 6、7、8段设置三段铜冷却壁，每段 45块，共计 135块；3号高炉在 7、8、9、

10段设置四段铜冷却壁，每段 52块，共计 208块。股份公司长期坚持“以渣皮控制为中心”，坚持“一稳、

二均，三监控”的操作模式，实现了一高炉 15年，二高炉 12年，三高炉 9年零破损的良好业绩。

5 结论

（1）从调研结果看，目前铜冷却壁存在大量破损的现象，使用寿命在 5-8年左右。

（2）作者认为行业内铜冷却壁破损的主要原因是煤气流分布不合理、冷却制度管控不精细，炉体长期

不进行修补维护和缺乏“渣皮再生与脱落”模型监控所致。

（3）高炉长寿的关键技术是要树立“以渣皮控制为核心”的理念，坚持“一稳、二均，三监控”的日

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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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氧量模型在立式连续退火炉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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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达到加热炉 NOx排放限值 150 mg/m3的超低排放标准，针对某立式连续退火炉开展降低 NOx排放浓度控制研究。

根据实测烧嘴 NOx的生成量，发现了氮氧化物与残氧量之间的关系及残氧量合理范围，进一步建立了立式连续退火炉残氧量

模型，包括升温、降温和稳态 3个子模型，研究了不同带钢规格及加热模式下残氧量与加热功率之间的关系。基于该模型，

开发了连续退火炉燃烧控制的离线计算软件，并且在某镀锌线退火炉一级系统上开发了残氧量自动设定的功能模块，可根据

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偏差自动进行选择，成功控制高功率下燃烧过程中 NOx生成量，并且实现低功率下既能满足退火炉自身

降温需求，又能满足烟气中氮氧化物超低排放的需求。

关键词：立式连续退火炉；比例控制型烧嘴；残氧量；加热功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059（2020）03-0000-00

Application of residual oxygen model on vertical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RENWei-chao1，LI Yang-Long2，FU Zhen-Xing3，WANG Dao-Jin1，QIAO Liang1，LU Lin-Lin1

（1.Cold Rolling Department, ShougangJingtang United Iron and Steel Co., Ltd., Tangshan 0632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Metallurgical Process,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Shougang Group Co., Ltd.

；
3. Department of Jingtang operation business division,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ultra-low emission standard of 150mg/m3 of NOx emission limit of heating furnace, the control of

reducing NOx emission for a vertical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is researched.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d NOx production of burn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x and residual oxygen is found and also the reasonable range of residual oxygen. Furthermore, a residual

oxygen model of vertical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is established, including three sub-models: heating, cooling and steady st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ual oxygen and heating power under different strip sizes and heating modes is studied. Based on this

model, an off-line calculation software for combustion control of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is developed, and a function module

for automatic setting of residual oxygen is developed on the L1 system of annealing furnace of a galvanizing line. The function module

can be selected automa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set temperature and the actual temperature. It can not only

successfully control the amount of NOx generated in combustion process at high power, but also meet the cooling demand of annealing

furnace itself and the requirement of ultra-low emission of nitrogen oxides in flue gas at low power.

Key words: vertical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proportional-control burner; residual oxygen; heating power

冷轧立式连续退火炉加热段主要通过燃气在辐射管燃烧的形式来加热带钢，燃烧产生的NOx和SO2等气

态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复杂的光化学反应和成核凝结聚集过程，造成降水酸化，使能见度降低，并且对人

体健康产生极大危害[1-3]。中国对钢铁行业NOx的排放限值要求越来越严，2018年唐山地区执行加热炉废气

NOx排放限值300 mg/m3[4]，根据河北省最新发布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河北省现有企业2020年10月1日起执行

加热炉NOx排放限值150 mg/m3的超低排放标准[5]。而首钢京唐某座退火炉目前还未完全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急需开展研究。

该退火炉由DREVER公司设计，加热段主要通过焦炉煤气在“W”型辐射管燃烧的形式来加热带钢，

辐射管的工作方式为“比例控制”，为了“稳生产”“保安全”，DREVER公司在设计燃烧系统时，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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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系数随着功率的增加而减小[6]。当退火炉热负荷较高时，在提高煤气流量的同时，通过降低残氧量来进

一步提高煤气热利用率，由于高功率下空气过程系数不合理，导致燃料型NOx的生成量急剧增加；在产线负

荷较低时，通过降低供入烧嘴的煤气量，提高模型中残氧量的设定，通过大量未燃烧的空气，带走辐射管

内的热量，从而达到降低退火炉炉温的目的[7]，此时虽然燃料型NOx生成量较小，但由于残氧量较高，折算

后废气中的氮氧化物依旧有超出即将实施最低排放限值的风险[8-9]。

国内外学者针对氮氧化物控制研究已有一些报道，常见的方法有氧化吸收法转化吸收NOx[10]，选择性催

化还原法脱硝技术[11-12]（SCR）以及活性炭法[13]，而利用控制模型在线控制氮氧化物排放的相关报道较少。

本文通过测量不同功率下烧嘴出口处废气中的NOx以及残氧量的生成量，得到满足最低排放要求的残氧量合

理范围，进一步建立了立式连续退火炉残氧量模型，根据连续退火炉加热段不同炉况下加热功率自动选择

残氧量控制模型，旨在实现比例控制型立式退火炉氮氧化物排放满足超低排放标准。

1 氮氧化物与残氧量关系

首钢京唐该退火炉于 2009年 8月投入生产，采用W 型辐射管加热带钢，其烧嘴控制形式为“比例控

制”，随着加热功率增加，残氧量逐渐降低，为探究该退火炉烧嘴出口处废气中的 NOx的生成量与残氧量

的关系，通过手动调整煤气阀门开度来控制烧嘴燃烧后的残氧量，记录废气中的 NOx的生成量，结果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较低残氧量（小于 6%）和较高残氧量（大于 16%）下，折算后的 NOx质量浓度已超

过了最低排放标准的要求，并且在该范围内，NOx质量浓度呈现先逐渐增加、后逐渐降低的趋势。为使燃烧

后废气中 NOx折算后的质量浓度满足 150 3mg m 标准，残氧量需要控制在 6%以下或 16%以上。

图 1 某退火炉烧嘴废气中残氧量与 NOx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NOx and residual O2 in waste gas from burner in annealing furnace

2 残氧量模型

根据炉况变化情况，将残氧量模型分为升温残氧量模型、降温残氧量模型和稳态残氧量模型。生产中

根据加热段二级模型设定温度 modeT 与实际温度 pvT 的偏差的大小，选择相应的模型。判断方法为：（1）当

mod 0e pvT T    ，系统判定炉况处于升温状态，选择升温残氧量模型；（2）当 mod 0e pvT T    ，系

统判定炉况处于降温状态，选择降温残氧量模型；（3）当 mode pvT T    ，系统判定炉况处于稳定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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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选择稳态残氧量模型。其中，α和β分别为升温模型和降温模型的温度边界条件，分别采用式(1)和(2)
计算。

 51 6 10 maxw v p           \* MERGEFORMAT (1)

 51 6 10 maxw v p           \* MERGEFORMAT (2)

式中：w为炉内带钢实际宽度，mm；为炉内带钢实际厚度，mm；  为带钢密度，取 7.85 g/cm3； v 为

带钢速度，m/min； maxp 为最大小时产量，T/h；为正热惯性系数，一般取 5~15 ℃；为负热惯性系数，

一般取－15~－5 ℃。

升温、降温的残氧量模型参数随加热功率的变化而变化，结合带钢宽度、厚度和风险指数对模型参数

进行修正，而稳态残氧量模型与加热功率一一对应，通过控制燃烧后的残氧量，提高煤气热值利用率，将

废气中的残氧量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2.1 升温残氧量模型

考虑到带钢不同宽度、厚度的带钢炉内稳定运行所能承受的最大升温速率，进一步对残氧量模型参数

进行修正，避免薄、宽带钢因升温速率过快导致的炉内“瓢曲”缺陷[14-15]，其中残氧量与加热功率、带钢

厚度、宽度、风险指数有关，利用式(3)计算。

         
2 1 2 1 100O min max min min max minR r r r P w w w w                 

\* MERGEFORMAT (3)

式中： 2O
R 为废气中的残氧量，%； P为加热功率，取 0~100%； 为风险指数，取 0~1； 1r 为升温状态下

理论残氧量设定 air gasF F ，取 3~4； 2r 为 100%功率升温空燃比设定 air gasF F ，取 2~3； minw 为退火炉设计

的带钢宽度下限，mm； maxw 为退火炉设计的带钢宽度上限，mm； min 为退火炉设计的带钢厚度下限，mm；

max 为退火炉设计的带钢厚度上限，mm。

2.2 降温残氧量模型

采用超高空燃比，在保证炉内带钢无瓢曲、跑偏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助燃空气注入量，降低燃烧

效率的方式来实现降温目的，其中残氧量与加热功率、带钢厚度、宽度、风险指数有关，利用式(4)计算。

         
2 3 4 3 100O min max min min max minR r r r P w w w w                 

\* MERGEFORMAT (4)

式中： 3r 为降温状态下理论残氧量设定 air gasF F ，取 17.5~19.0； 4r 为 100%功率降温空燃比设定 air gasF F ，

取 16.0~17.5。
2.3 稳态残氧量模型

稳态残氧量模型采用最优空燃比，综合考虑氮氧化物生产量、助燃空气流量的热损失，制定不同功率

下最优残氧量，使得在保证煤气燃烧效率下，降低氮氧化物、硫化物等污染物的生成量，其中残氧量与加

热功率有关，利用式(5)计算。

 
2 5 6 5 100OR r r r P    \* MERGEFORMAT (5)

式中： 5r 为稳态状态下理论残氧量设定 air gasF F ，取 3~6； 6r 为 100%功率升温空燃比设定 air gasF F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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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 结果分析

当满足升温模型边界条件时，选择升温模型，在保证氮氧化物生成量满足标准的情况，尽可能地降低

残氧量，提高燃气利用率，缩短升温时间。某镀锌线退火炉设计规格上、下限为： min =0.25 mm， max =2.5

mm， minw =750 mm， maxw =1 580 mm。图 1 所示为 0.8×1 250 mm、1.2×1 250 mm、1.8×1 250 mm、2.5

×1 250 mm带钢在风险指数为 0.5、 1r =3.5、 2r =2.5的情况下不同功率对应残氧量关系。从图中可见，随着

加热功率的逐渐增加，残氧量设定值逐渐减小；在相同加热功率下，随着带钢厚度的增加，残氧量设定值

减小。

图 2 某退火炉升温残氧量曲线

Fig. 2 Heating and residual oxygen curve of annealing furnace

当满足降温模型边界条件时，选择降温模型，该退火炉设计规格上、下限为： min =0.25 mm， max =2.5

mm， minw =750 mm， maxw =1 580 mm。图 3 所示为 0.8×1 250 mm、1.2×1 250 mm、1.8×1 250 mm、2.5

×1 250 mm 带钢在风险指数为 0.5、 3r =18、 4r =16的情况下不同功率对应残氧量关系。从图中可见，随着

加热功率的逐渐降低，残氧量设定值逐渐增加；在相同加热功率下，随着带钢厚度增加，残氧量设定值增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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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某退火炉降温残氧量曲线

Fig. 3 Cooling and residual oxygen curve of annealing furnace

图 4所示为 0.8×1 250 mm带钢在风险指数为 0.5、 1r =3.5、 2r =2.5、 3r =18、 4r =16、 5r =6、 6r =2的情

况下不同功率对应残氧量关系。从图中可见，在相同功率下，不同炉况所需残氧量设定值大小依次为降温

残氧量模型＞稳态残氧量模型＞升温残氧量模型。在功率为 100%时，由于加热能力达到上限，此时升温残

氧量模型结果与稳态残氧量模型结果一致。

图 4 某退火炉 0.8×1 250 mm规格带钢不同炉况下残氧量设定值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setting values of residual oxygen under different furnace conditions for 0.8×1 250 mm strip

4 现场应用

结合上述残氧量模型，开发了针对连续退火炉燃烧控制的离线计算软件，其主界面如图 5所示。通过

界面输入带钢基本数据及模型计算参数，确定残氧量模型模式，利用残氧量模型计算在输入参数条件下对

应的残氧量，进而确定对应的空燃比。该软件可用于在设定条件下针对某一规格下的带钢和加热功率进行

残氧量的离线分析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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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连续退火炉燃烧控制离线计算软件主界面

Fig. 5 Main interface of off-line calculating software for combustion control of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基于残氧量模型，在某镀锌线退火炉一级系统上开发了相应的功能模块，如图 6 所示。不同模式之间

根据炉况自动切换，其中Mode1为升温模型，主要用于退火炉升温；Mode2为超低排放（稳态）模型，主

要用于退火炉稳定生产时控制 NOx生成量；Mode3为降温模型，主要用于退火炉降温，实现了根据炉况变

化自动选择残氧量设定模型，调整至合适的残氧量。

图 6 某退火炉残氧量模型人机画面

Fig. 6 HMI of residual oxygen model of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图 7所示为该模型应用前后 NOx生产量对比。残氧量模型应用后，大幅降低 NOx的生成量。通过考虑

带钢宽度以及厚度因子对加热需求的影响，相应地调整残氧量设定值，避免极薄带升温过快导致的瓢曲，

厚窄料降温过快导致的跑偏问题，实现模型的“智能化”。稳态残氧量模型的投入使用解决了正常生产时

残氧量过高导致的折算后 NOx超标问题。自动和智能控制残氧量设定，对实现比例控制型立式退火炉氮氧

化物排放满足超低排放标准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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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某退火炉改善前后 NOx排放数据对比

Fig. 7 Comparison of NOx emission data of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5 结论

(1) 根据实测不同功率下比例控制型烧嘴 NOx的生成量，发现了加热功率与残氧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

残氧量的合理控制范围，通过控制低残氧量（小于 6%）或超高残氧量（大于 16%）来最大程度降低燃烧后

氮氧化物生成量。

(2) 建立立式连续退火炉残氧量模型，根据炉况分为升温残氧量模型、降温残氧量模型以及稳态残氧量

模型。通过调整残氧量，可以针对工艺需求实现不同工况下的残氧量自动合理设定。

(3) 利用残氧量模型成功开发了连续退火炉燃烧控制的离线计算软件，可用于具体生产条件下残氧量的

离线分析和计算；并且在某退火炉一级系统上开发了残氧量自动设定的功能模块，应用后 NOx的生成量明

显降低，对实现氮氧化物超低排放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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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叠轧法制备高耐弯折性能的压延铜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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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退火态铜带为原材料，将经过表面处理后的铜带叠合，在室温下进行方向互相垂直的两道次叠轧。采用反复

弯折试验评价铜箔的耐弯折性能，通过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对铜箔的组织和反复弯折断裂后的表面裂纹进行观

察，并利用电子背散射衍射（EBSD）对铜箔表面织构进行测试。结果表明，交叉叠轧过程可以在铜箔内部引入高密度的晶界

和位错。晶界强化和位错强化机制对于提高铜箔的耐弯折性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在铜箔的毛面，半约束的变形条件可以引入

单一的、强的铜型织构，从而提高铜箔的耐弯折性能。相比于相同压下率的常规轧制，交叉叠轧后压延铜箔的弯曲疲劳寿命

可以提高 101.0%。弯曲后，铜箔中可以观察到集中的位错和分散的微小裂纹。

关键词：压延铜箔；双合轧制；交叉轧制；耐弯折性能；显微组织；织构

中图分类号：TG339

文献标志码：A

1 引言

压延铜箔具有良好的韧性、优异的耐腐蚀性能、高的电容，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受到了研究者们

的广泛关注
[1-4]

。然而，有限的弯曲疲劳寿命限制了压延铜箔铜箔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优良的耐弯折性能

是压延铜箔重要的性能之一，同时也是促进压延铜箔进一步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性能
[5]
。

研究表明，更细的晶粒尺寸和强的单一型织构有利于提高材料的耐弯折性能
[6-8]

。为了实现晶粒的细化，

Wang 等
[9]
将双合轧制工艺引入压延铜箔的制备中，制备出高耐弯折性能的压延铜箔。同时，与传统的轧制

方法相比，交叉轧制也是一种可以有效细化晶粒的方法
[10]

。此外，Huh 等
[10]

和 Wang 等
[11]

的研究表明，交叉

轧制可以在铝等面心立方金属中沿着α取向线引入单一的强的织构。因此，如果将双合轧制与交叉轧制相结

合，可能会获得细化晶粒与调控织构的双重效果。

目前，压延铜箔的双合轧制过程为单道次轧制，其对于压延铜箔疲劳寿命的提高也被限制在 16.2%
[9]
。

单道次双合轧制后再进行一道次交叉轧制的新工艺尚未见到报道。本文的目的在于将双合轧制与交叉轧制

相结合，在铜箔的双合轧制后加入一道次交叉轧制，调控压延铜箔的组织与织构，提高其耐弯折性能。本

文的研究为轧制工艺与压延铜箔的组织、织构和耐弯折性能的系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除了基础研

究的意义，本文也对于在印制电路板和锂离子电池等诸多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应用的压延铜箔的高效生产

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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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过程

本文所采用的原材料为长 300 mm、宽 50 mm、厚 0.15 mm 的热轧态工业纯铜带（纯度 99.99wt%）。首

先，将工业纯铜带在氩气保护的氛围里于 500 ℃保温 10 min 进行退火处理。退火后，用 1000 号至 2000 号

的碳化硅砂纸对铜箔表面进行打磨。将表面处理后的铜带叠合，在四辊可逆式轧机上不添加轧制油对其进

行单道次双合轧制。铜箔在该道次的轧制方向定义为“RD”，宽度方向定义为“TD”，厚度方向定义为“ND”，

与轧辊接触的一面定义为“光面”，与轧辊不接触一面定义为“毛面”；经过单道次双合轧制的压延铜箔

定义为“双合轧制铜箔”。经过单道次双合轧制后，一部分铜箔沿着 RD 方向继续进行第二道次轧制，得到

的铜箔定义为“试样 1”；另一部分铜箔沿着“TD”方向进行第二道次轧制，得到的铜箔定义为“试样 2”。

每道次轧制的压下率为 50%，试样 1 和试样 2 的厚度均为 37.5 μm。

弯曲疲劳寿命测试在弯曲直径为 1 mm 的模具上以 2.5 N 的拉力进行，铜箔试样尺寸为 80 mm × 16 mm。

测试中，试样以 135°的角度进行反复弯曲，直至断裂。每组试验测量 3 个试样。弯曲疲劳寿命测试后，取

断口附近区域的铜箔，冲呈直径 3 mm 的圆形，通过 HClO4 10 mL + C2H5OH 90 mL 的溶液在-30 ℃下以 50 V

的电压进行双喷，制备透射电镜试样。在 FEI Talos F200 型场发射透射电镜上以 200 kV 的加速电压进行

弯曲后铜箔显微组织的观察。

通过Phenom G2 Pro型扫描电镜进行铜箔显微组织、弯曲后表面裂纹和断口形貌的表征。利用Imager.M2M

型金相显微镜进行双合轧制铜箔表面组织的观察。采用装备 EBSD 分析软件的 JEOL JSM-7800F 型扫描电镜

在 20 kV 的电压下进行试样 1和试样 2的显微组织和织构测试，并利用 Channel 5 软件进行分析。

3 结果与讨论

3.1 弯曲疲劳寿命

图 1所示为双合轧制铜箔和相同总压下率下制备的试样 1、试样 2、常规轧制制备的铜箔
[5]
弯曲疲劳寿

命的对比。表 1 中所列为相应铜箔的具体弯曲次数。经过第二道次的轧制，铜箔各个方向（RD、TD 和 45°

方向）的耐弯折性能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然而，试样 1的弯曲疲劳寿命最大只增加了 21.4%；沿着部分方

向弯曲时，其弯曲疲劳寿命甚至低于常规轧制获得的铜箔。相反的，试样2的弯曲疲劳寿命最大增加了101.0%；

同时，沿着所有方向进行反复弯曲试验获得的弯曲疲劳寿命均高于常规轧制获得的铜箔。在试样 1 的 45°

方向弯折的断口中可以观察到解理台阶贯穿着整个断口。然而，在试样 2 的 RD 方向弯折的断口中，仅在试

样中心部位可以观察到解理台阶，其余部位显示出河流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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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合轧制铜箔和相同总压下率下制备的试样 1、试样 2、常规轧制铜箔的弯曲疲劳寿命

Fig.1 Bending fatigue life of Samples 1 and 2 compared with copper foils fabricated by double rolling and conventional rolling

processes

表 1 铜箔的弯曲疲劳寿命

Table 1 Bending fatigue life data of the copper foils

弯曲疲劳寿命/次
RD 45°方向 TD

1 2 3 1 2 3 1 2 3

双合轧制

铜箔

光面 69 71 75 49 53 42 56 41 48

毛面 78 82 88 48 53 65 58 48 52

试样 1
光面 122 90 139 124 101 150 64 53 84

毛面 82 51 92 102 89 130 49 42 83

试样 2
光面 177 135 195 170 148 183 93 89 139

毛面 216 183 222 188 161 227 131 122 149

3.2 压延铜箔的组织

图 2所示为双合轧制铜箔、试样 1和试样 2 的显微组织。从图 2（a）（d）（g）所示的轧制方向的截

面显微组织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晶粒尺寸呈梯度变化[9]，但是各个试样晶粒尺寸的梯度大小是不同的。相比于

双合轧制铜箔，试样 1 的晶粒尺寸梯度有所增加，试样 2 的晶粒尺寸梯度是减小的。在双合轧制铜箔和试

样 1 的光面，晶粒沿着 RD 方向被拉伸，这一趋势在半约束变形的毛面[13]被弱化。但是，在试样 2 的两个表

面均不能观察到明显被拉长的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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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压延铜箔的显微组织：（a）双合轧制铜箔，截面（4100X）；（b）双合轧制铜箔，光面（1000X）；（c）双合轧制铜

箔，毛面（1000X）；（d）试样 1，截面（4100X）；（e）试样 1，光面（1000X）；（f）试样 1，毛面（1000X）；（g）试

样 2，截面（4100X）；（h）试样 2，光面（1000X）；（i）试样 2，毛面（1000X）

Fig.2 Microstructure of copper foils: (a) longitudinal section, (b) bright surface, (c) matt surface of double-rolled copper foil; (d)

longitudinal section, (e) bright surface, (f) matt surface of Sample 1; (g) longitudinal section, (h) bright surface, (i) matt surface of

Sample 2

3.3 压延铜箔的织构

图 3所示分别为试样 1 和试样 2 的光面和毛面的三维取向函数分布（ODF）图的φ2=45°截面图。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试样 1 的光面和毛面均显示出中等强度的{110}<001>黄铜型织构，如图 3（a）（b）所示。

这主要是由于面心立方金属具有多个滑移系，在变形过程中容易实现位错的滑移
[14]

。在试样 2 的光面可以

观察到弱的{001}<100>铜型织构和{100}<011>旋转铜型织构（见图 3（c）），试样 2 的毛面则显示出强的

{112}<111>铜型织构（见图 3（d））。上述不同类型的织构是由于轧制变形过程中光面和毛面受到的不同

剪切应力状态而导致的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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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ODF 图的φ2=45°截面图：（a）试样 1，光面；（b）试样 1，毛面；（c）试样 2，光面；（d）试样 2，毛面

Fig.3 ODF maps of φ2=45° section: (a) bright surface, (b) matt surface of Sample 1; (c) bright surface, (d) matt surface of Sample 2

3.4 压延铜箔耐弯折性能提升机理

为了进一步理解铜箔耐弯折性能提升的机理，首先对其强化效果进行讨论。晶界的强化效果可以用霍

尔-佩奇关系来表达：ΔσH-P=kd
-1/2 [15-17]

，式中 k 代表霍尔-佩奇常数
[18]

，d代表晶粒尺寸
[19, 20]

。位错的强化

效果可以表示为Δσd=MαGbρ
1/2
,式中α为几何形状常数，G 为剪切模量，b 为柏氏矢量

[19, 21]
。通过 EBSD 技

术测得试样 1光面的位错密度为 2.17×10
14
m
-2
，试样 1 毛面的位错密度为 1.89×10

14
m
-2
，试样 2 光面的位

错密度为 1.76×10
14
m
-2
，试样 2 毛面的位错密度为 2.13×10

14
m
-2
。一方面，试样 2的晶粒尺寸 d 明显小于

试样 1 的，因此试样 2 的晶界强化作用更强。另一方面，试样试样 1 与试样 2 的位错密度在同一水平上，

因此位错强化对于试样 1 和 2 的强化效果是相当的。结合晶界强化与位错强化的效果，试样 2 的强化效果

时高于试样 1 的。此外，试样 2 在轧制方向截面中密集分布的晶界也可以阻止弯曲过程产生的裂纹的扩展

行为
[6, 7]

。

图 4 所示为弯曲断裂后压延铜箔断口附近的显微组织透射电镜照片和表面的裂纹形貌。众所周知，材

料的断裂是由微裂纹的聚集导致的
[5]
，裂纹尖端可以释放位错从而吸收裂纹扩展的能量

[23]
。试样 1中的位错

分布是分散的（见图 4（a）），对于裂纹扩展的阻碍作用十分有限，导致铜箔表面产生粗大且聚集的裂纹

（见图 4（b））。试样 2中的位错分布集中，且主要沿着相同的晶体学平面移动（见图 4（c）），使得铜

箔表面的裂纹细小而弥散（见图 4（d））。同时，由于试样 2 的毛面具有强的单一铜织构（见图 3（d）），

相邻晶粒间的取向差较小，因此在弯曲过程中晶界处的应力集中作用比较弱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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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弯曲断裂后压延铜箔的显微组织透射电镜照片与表面裂纹形貌：（a）试样 1显微组织；（b）试样 1表面裂纹；（c）

试样 2显微组织；（d）试样 2 表面裂纹

Fig.4 TEM images (a) (c) and surface cracks (b) (d) of Samples 1 and 2 after bending fracture, respectively.

4 结论

（1）将双合轧制与交叉轧制相结合，通过交叉叠轧的新工艺短流程制备出了高耐弯折性能的压延铜箔。

最高弯曲疲劳寿命达到 207次，比经过相同压下率的常规轧制弯曲疲劳寿命提高 101.0%。

（2）晶界强化、位错强化和单一的强织构降低晶界处的应力集中是交叉叠轧制备的压延铜箔耐弯折性

能提升的主要原因。

（3）交叉叠轧制备的压延铜箔在反复弯曲断裂后，显微组织中存在大量集中的位错，可以吸收裂纹扩

展和集中所需要的能量，铜箔表面呈现出细小的分散裂纹，其耐弯折性能因此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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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utoForm 的材料仿真数据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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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AutoForm 仿真软件，首先结合目前主流 CAE 软件中应用的流动应力模型，对不同强度钢种的单向拉伸试验数据

进行拟合，分析不同强度钢种在仿真过程中流动应力模型的选取原则；再将采用不同屈服准则所得到的仿真分析结果与实际

试验数据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强度钢种在仿真过程中屈服准则的选取原则。结果表明，对于高强度钢，选取 combined H-S

混合模型作为流动应力模型，经仿真得到的应力应变曲线与真实应力应变行为更为接近，而对于低合金高强钢以及 IF 钢等传

统软钢，分别选取 BBC 屈服准则及 Hill48 屈服准则进行仿真可以得到与真实情况更为相符的结果。研究结果对汽车零件冲压

CAE 仿真分析具有实用价值。

关键字：仿真数据；AutoForm；流动应力模型；屈服准则；CAE

中图分类号：TB302，TP30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terial simulation data based on AutoForm
Jin Lei, Wang Baochuan, Han Longshuai, Zheng Xuebin, Wang Chongxue, Li Yadong, Hu Kaiguang

(Applic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Shougang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43, China)

Abstract: Using AutoForm simulation software, firstly, based on the current stress model applied in the current mainstream CAE

software, the uniaxial tensile test data of different strength steels are fitted, and the selection principle of flow stress model in different

strength steels during the simulation process is analyzed;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btained by different yielding criteria are

compared with the actual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 selection principles of yielding criteria for different strength steels in the

simulation process ar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high-strength steel, the combined H-S hybrid model is selected as the

flow stress model. The simulated stress-strain curve is closer to the true stress-strain behavior, and is selected for low-alloy

high-strength steel and traditional soft steel such as IF steel. The BBC yield criterion and the Hill48 yield criterion can be simulated to

obtain more consistent results. The research result has practical value for CAE simulation analysis of automobile parts stamping.

Key words: simulation data；AutoForm；flow stress model；yield criterion；CAE

随着汽车板材成形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整车的供应商前期介入阶段（EVI），车企期望供应商针对材料

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其中 CAE 仿真分析尤为重要。采用 CAE 技术在前期进行冲压设计、拉延模拟, 预测

成形缺陷的位置与程度, 辅助模具设计人员优化模具结构, 能够大大减少后期试模的次数
[1]
。基于离散化

的有限元仿真技术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专业的板材成形软件如 AutoForm/Dynaform 等，越来越多地被应用

于零件成形工艺设计及模具开发等领域，而其所需输入参数包括流动应力模型、屈服准则及破裂准则等
[2]
。

本文采用 AutoForm 仿真模拟软件，对不同强度钢种在仿真过程中关于上述参数的选取原则进行了研究。

1 流动应力模型匹配性

流动应力模型决定了材料在变形过程中的受力情况，是材料物理变形过程中存在的内廪关系，因此，

本构模型准确与否决定了仿真结果的准确性。常温下，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可由 Hollomon 方程、Ludwik

方程、Swift 方程和 Hockett-Sherby 方程表示，几个经典公式分别如式（1）~式（4）所示。

� = ��� （1）
� = �0 + ��� （2）

� = �(�0 + �)� （3）
� = �sat − �sat − �i exp  ( − � ∙ ��) （4）

式中：σ为真实应力；ε为塑性应变；ε0为屈服应变；σ0为屈服强度；σsat为屈服极限；σi为初始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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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C、n 和 m 为拟合参数。

Hollomon 模型是一种典型的全应变外推模型，又称纯幂硬化模型，即表示材料在变形全过程中应力以

常硬化系数的幂形式增长。Hollomon 模型应力值无上限，因此叫做非饱和模型，如图 1 中所示，另外其他

非饱和外推模型还包括 Ludwik 模型以及 Swift 模型等[3]。与非饱和模型对应，一些公式由于随着应变的增

大应力不再持续增大而是收敛于一定范围，该类模型称为饱和模型，典型的饱和模型包括 Hockett-Sherby

模型[4]、Voce 模型[5]等。

图1 不同材料流动应力模型拟合结果

（a）DX54D+Z钢 （b）HC420/780DPD+Z钢

Fig.1 Fitting results of flow stress models for different materials

（a）DX54D+Z steel （b）HC420/780DPD+Z steel

选取 DX54D+Z 钢以及 HC420/780DP+Z 钢作为研究对象，对材料进行单向拉伸试验，两个钢种的静态力

学性能如表 1所示。将试验数据分别采用上述流动应力模型进行拟合，我们用拟合相关系数的平方 R2
和均

方根误差 RMSE 来评价拟合结果的好坏。R2
越接近１，同时 RMSE 越小，拟合效果越好，拟合结果如表 2、

表 3所示。

表1 各钢种的静态力学性能

Table 1 Static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various steels

材料牌号 厚度/mm 屈服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断后伸长率/% n 值 r 值

DX54D+Z 0.8 155 286 44 0.24 2.2

HC420/780DP+Z 1.2 494 807 17.5 0.12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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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DX54D+Z钢各拟合公式参数值

Table 2 Fitting formula parameter values of DX54D+Z steel
模型 R2 RMSE 参数 C 参数 n 参数 m ε0 σ0/Mpa σsat/Mpa σiMpa

Hollomon 0.9848 7.38 499.5 0.2267 - - - - -

Ludwick 0.9938 4.72 427.6 0.4992 - - 154 - -

Swift 0.9775 3.006 508.4 0.2975 - 0.2393- - - -

Hockett-Sherby 0.9993 1.595 - 0.8664 6.018 - - 406.3 250.7

表3 HC420/780DP+Z各拟合公式参数值

Table 3 Fitting formula parameter values of HC420/780DP+Z steel
模型 R2 RMSE 参数 C 参数 n 参数 m ε0 σ0/Mpa σsat/Mpa σi/Mpa

Hollomon 0.9513 14.45 726.6 0.1391 - - - - -

Ludwick 0.9768 13.62 553 0.5829 - - 373 - -

Swift 0.983 10.76 747.2 0.1552 - 0.00392 - -

Hockett-Sherby 0.991 7.667 - 1.372 36.01 - - 578.2 202.8

由图 1 可以看出，均匀拉伸阶段，以上模型基本都能准确描述单向拉伸塑性变形段的硬化行为，且

Hockett-Sherby 最佳，Hollomon 最差。但拉伸试验很难准确得到超过抗拉强度之后的应力-应变数据，典

型应力-应变曲线组成如图 2 所示。不同模型对于外延段的拟合特性相差较大[6]，图 2显示了均匀变形后不

同模型的拟合特性。

图2 各模型的外延应力-应变曲线

Fig.2 Epitaxial stress-strain curves of each model
通过各个模型对比可知，对于高强度钢来说，各个模型均偏差较大。而 Hockett-Sherby 与 Swift

[7]
的

混合模型，即 combined H-S 模型，描述的应力-应变曲线与真实应力-应变行为更为接近。combined H-S

模型为 Hockett-Sherby 与 Swift 模型的线性叠加，并乘以相应的系数，通过给予 0.5 的比例因子，可得

到较为准确的结果。对比模型偏差绝对值，combined H-S 模型只有 1.15%，低于 Ludwik 模型的 4.6%，Swift

模型的 8.6%，Hollomon 模型的 16.35%和 Hockett-Sherby 模型的 10.9%。

2 屈服准则匹配性

目前材料力学认为，金属材料在变形过程中一般分为弹性变形与塑性变形两个阶段，而在弹性变形转

变为塑性变形时则称为材料屈服。在三维空间中，采用应力矢量表示材料的屈服应力大小，则在空间中形

成一种外凸的屈服面，对于板材成形，由于其忽略了厚度方向的应力，因此，其屈服面为外凸的曲线。目

前，广泛应用的屈服准则包括 Hill48、Hill90、Barlat 以及 BBC 模型等
[8-11]

。本文以 Hill48、Barlat 以

及 BBC 这 3 种屈服准则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强度钢种进行了屈服准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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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F钢屈服准则匹配性

以 IF 钢 DC04 为对象，研究了标准胀形件仿真过程与材料屈服准则 Hill48 及 Barlat 的匹配性问题。

仿真采用固定的摩擦系数 0.15、实体拉延筋、压边力采用 20 kN，弹塑性壳单元积分点数目为 5，图 3 为

标准胀形件的胀形过程有限元模型。

凹模

板料

压边圈

凸模

图3 标准胀形件有限元模型

Fig.3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standard bulging part

针对同一试验材料制备不同屈服准则下的仿真材料卡片[12]，如图 4 与图 5所示。

(a) （b） （c）

图4 DC04钢的Hill48模型材料卡片

(a) 硬化曲线 （b）屈服面 （c）成形极限

Fig.4 Material card of Hill48 model for DC04 steel

（a）Hardening curve （b）Yield surface （c）Forming limit

(a) （b） （c）

图5 DC04钢的BBC模型材料卡片

(a) 硬化曲线 （b）屈服面 （c）成形极限

Fig.5 Material card of BBC model for DC04 steel

（a）Hardening curve （b）Yield surface （c）Forming limit
两种模型仿真结果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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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6 DC04钢的Hill48模型（a）及BBC模型（b）仿真结果

Fig.6 Simulation results of Hill48 model（a） and BBC model （b）for DC04 steel

而实测胀形试验结果如图 7所示。

（a） （b）

图7 DC04钢的实测胀形试验结果

（a） 胀形零件 （b）实测胀形零件扫描分析结果

Fig.7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bulging for DC04 steel

（a）Bulging part （b）Scanning analysis result of bulging part
与真实情况对比可知，对于 IF 钢等传统软钢来说，Hill48 屈服准则与真实情况更为符合。仿真结果

显示，最大主应变为 31.2%，而真实测量结果为 31.41%，误差只有 0.64%；而 BBC 模型仿真结果最大主应

变为 0.305，误差为 2.8%。采用同样方法，将 IF 钢的其他牌号钢种仿真结果与实测试验结果进行对比，

均可得到相似结论。因此，对于软钢来说，Hill 模型更为准确。

2.2 高强钢屈服准则匹配性

以 HC340LAD+Z 钢为对象，研究了某车型加强件仿真结果与不同材料屈服准则的匹配性问题。图 8 为

加强件零件仿真模型，仿真采用了虚拟拉延筋，压边力为 3 MPa，摩擦系数为 0.15，弹塑性壳单元积分点

数目为 5。

凹模

压边圈板料

凸模

图8 加强件零件仿真模型

Fig.8 Simulation model of strengthen part

Max 0.305

Min -0.071e-3

Max 0.312

Min -0.07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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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一材料分别制作两种仿真材料卡片，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

(a) （b） （c）

图9 HC340LAD+Z钢的Hill48模型材料卡片

(a) 硬化曲线 （b）屈服面 （c）成形极限

Fig.9 Material card of Hill48 model for HC340LAD+Z steel

（a）Hardening curve （b）Yield surface （c）Forming limit

(a) （b） （c）

图10 HC340LAD+Z钢的BBC模型材料卡片

(a) 硬化曲线 （b）屈服面 （c）成形极限

Fig.10 BBC model material card

（a）Hardening curve （b）Yield surface （c）Forming limit
仿真结果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

图11 HC340LAD+Z钢的Hill48模型仿真结果

Fig.11 Simulation result of Hill48 model for HC340LAD+Z steel

开裂风险区域

图12 HC340LAD+Z钢的BBC模型仿真结果

Fig.12 Simulation result of BBC model for HC340LAD+Z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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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冲压成形结果在凸模圆角（A 处）及台阶处（B、C、D 处）发生开裂或隐裂，如图 13 所示。

C A

D

B

图13 零件实际冲压开裂情况

Fig.13 Actual stamping and cracking of part
对比图 11~图 13 可知，Hill48 模型和 BBC 模型在实际零件的 A 处和 D 处的仿真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因

此，选取实际零件的 A 处及 D处进行应变测量，结果如图 14 所示。

A

（a）

D

（b）

图14 实际零件成形应变测量结果

（a）A区域主应变云图及FLD图 （b）B、C、D区域主应变云图及FLD图

Fig.14 Measurement results of forming strain for actual part

（a）Principal strain nephogram and FLD diagram in A region （b）Principal strain nephogram and FLD diagram in B，C

and D regions

由图 14 可知，实际零件的 A 区域和 D 区域安全裕度较低，存在开裂风险，这与采用 BBC 模型准则得到

的仿真结果完全吻合；而 Hill48 模型准则对于高强钢开裂预测来说更为“宽松”，圆角处开裂颈缩均显示

正常。采用同样方法，将其他采用低合金高强钢进行冲压的零件的成形应变测量结果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

均可得到相似结论。因此，对于低合金高强钢来说，采用 BBC 模型作为高强钢屈服准则更为准确。

3 结论

1）对于高强度钢，选取 combined H-S 混合模型作为流动应力模型，经仿真得到的应力-应变曲线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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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应力-应变行为更为接近。

2）对于 IF 钢等传统软钢来说，选取 Hill48 屈服准则进行仿真，可以得到与真实情况更为相符的结果。

3）对于低合金高强钢来说，采用 BBC 模型作为屈服准则所得结果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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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氯环境下温度对 2205双相不锈钢点蚀行为研究

颜晨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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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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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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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钢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43；2.北京科技大学，教育部腐蚀与防护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3)
摘 要: 采用化学浸泡实验研究了 6%FeCl3+1%HCl混合溶液中温度与时间对 2205双相不锈钢点蚀行为的影响，并分析 2205
双相不锈钢在含 Cl-环境下点蚀机理。通过高分辨相机与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及 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观察并分析样品形貌及

钝化膜成分，采用电化学手段及原子力显微镜分析模拟海水溶液中温度对 2205不锈钢耐腐蚀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2205
双相不锈钢的临界点蚀温度(CPT)在 45 ℃左右，当温度低于 45 ℃时，延长浸泡时间样品表面未出现明显点蚀；温度高于 45℃
时，随浸泡时间延长点蚀在样品表面随机萌生并长大扩展，55 ℃时点蚀坑尺寸达到 500 m。随着温度的升高，样品钝化区

间缩短，点蚀电位显著降低，由 30 ℃时的 0.74 V降低到 60 ℃时的 0.27 V。XPS结果显示，随温度增加，样品钝化膜稳定

性增加，表现为金属稳定氧化物及氢氧化物的含量增加。样品阻抗值的大小随温度的升高不断减小，在 30 ℃时样品阻抗值

为 5.066×105 Ω·cm2，温度升高到 60 ℃阻抗值减小到 1.814×105 Ω·cm2。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2205不锈钢腐蚀速率增大，电

化学阻抗值减小，钝化膜的保护能力下降，耐点蚀性能变差。

关键词：2205不锈钢；临界点蚀温度；动电位极化；电化学阻抗谱

中图分类号：TG1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Investigation of temperature on the pitting behavior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in

chlorine environment

YAN Chen-xi1,2YU Yang1 ZHANG Tian-yi2YANG Jian-wei1 CAO Jian-ping1

(1. Shoug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Corrosion and

Protec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time on the pitting behavior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in the mixed solution of 6% FeCl3 +
1% HCl was studied by chemical immersion experiment. The morphology of the sample and the composition of passive film were
observed by high resolution camera, confocal laser microscope an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um (XPS)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in simulated seawater solution on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2205 stainless steel was analyzed by electrochemical means
and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itical pitting temperature (CPT)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is about 45 ℃,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lower than 45 ℃, there is no obvious pitt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sample with extended soaking time;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higher than 45 ℃ , the pitting will sprout and grow up and expand randomly on the surface of the sample with
extended soaking time, and the pitting size reaches 500 m at 55 ℃ .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the passivation range and
pitting potential of the samples decrease from 0.74 V at 30 ℃ to 0.27 V at 60 ℃. XPS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bility of passivation
film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which shows that the content of metal stable oxides and hydroxides increase. The
value of sample impedanc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30 ℃, the value of sample impedance
is 5.066 × 105 Ω·cm2, and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60 ℃, the value of sample impedance decreases to 1.814 × 105 Ω·cm2.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the corrosion rate of 2205 stainless steel increases, the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value decreases, the
protection ability of passivation film decreases, and the pitting resistance becomes poor.
Key words: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critical pitting temperature; potentiodynamic polarization;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随着海洋工程的发展，AISI2205(00Cr22Ni5Mo3N)双相不锈钢以其优异的耐蚀性广泛应用于海洋设施及工

程机械，例如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设备、热交换器等工程设备[1]。然而在实际应用的严苛环境中，例如高 Cl-

浓度环境、交变腐蚀介质环境等，2205不锈钢存在严重的点蚀问题。目前在海洋大气高湿热、高离子(HSO3-，

Cl-)浓度强腐蚀条件，2205的耐蚀性已经被广泛的研究[1-4]，其结果表明大气中的 HSO3-、Cl-以及环境温度等因

素会对 2205不锈钢钝化膜产生一定影响。另外，温度对 2205双相不锈钢点蚀行为研究也被报道 [3-4]，发现 2205
双相不锈钢在 4%NaCl溶液中发生缝隙腐蚀的临界温度约为 28℃，随着 Cl-浓度增加，临界缝隙腐蚀温度呈线

性下降趋势。常温下，在含有氯离子的溶液环境中，2205不锈钢通常会表现出良好的耐点蚀性能。但是随着温

度升高，在相同的溶液体系下，2205不锈钢的腐蚀行为可能会出现变化。田丰等[5]用恒电位法和动电位法研究

资助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C0401205)
作者简介：颜晨曦(1993－), 男, 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金属材料腐蚀与控制机理与产品质量提升研究，发表论文 3篇，电话：

13651296653，E-mail:yanchenxi199302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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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205双相不锈钢在不同 NaCl 溶液中的临界点蚀温度(CPT)及再钝化温度，发现随着 Cl-增加，材料 CPT 下

降；溶液温度高于 CPT 时，点蚀电位 Epit与再钝化电位 Eprot的差值也不再与 Cl-浓度线性相关，但其中的机理

未进行更细致解释。同时对于更为严苛的腐蚀环境，2205不锈钢的点蚀温度与腐蚀介质种类的相关性报道较少。

为了能更好的研究和理解温度和时间对不锈钢的腐蚀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化学溶液浸泡方法，浸泡溶液

成分为 FeCl3+HCl 混合溶液，研究温度以及浸泡时间对 2205不锈钢点蚀发生的影响。采用电化学、原子力形

貌分析及 XPS 成分分析对 2205不锈钢在不同温度不同环境下腐蚀行为的影响，从而为 2205双相不锈钢在含

Cl-及 Fe3+环境下的点蚀行为提供一定理论分析依据。

1 实验方法

1.1 实验试样制备

化学浸泡试样（成分见表 1）使用线切割制备，尺寸为 30 mm×40 mm×2.5 mm，试样一端顶部打ϕ2 mm 孔。

试样经过磨床打磨后依次使用 400#，800#，1000#水磨砂纸打磨六个面，然后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进行清洗，

吹干后放入干燥皿备用。

电化学试样均切割成 10 mm×10 mm的正方形小块，背面用铜导线焊接后，使用环氧树脂将试样密封在 PVC
圆管内，待环氧树脂凝固后，将试样表面和环氧树脂的缝隙进行密封以防止在测量过程中发生缝隙腐蚀，将工

作面依次在 400#，800#，1000#，1500#水磨砂纸上进行打磨，然后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清洗，吹干后待用。

表 1 2205 不锈钢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2205 stainless steel (mass fraction, %)

Element C P S Cr Ni N Mo Mn Si Fe
Content ≤0.015 ≤0.03 ≤0.001 ≤23.0 ≤6.0 ≤0.2 ≤3.5 ≤1.5 ≤0.5 bal

1.2 化学浸泡实验

在研究温度对不锈钢的影响中，临界点蚀温度(CPT)是对不锈钢耐蚀性评价的关键[6]。测定临界点蚀温度所

使用的腐蚀介质有不同的标准和选择。本文采用 ASTM G48标准中溶液，即 6%FeCl3+1%HCl混合溶液对实验

试样进行浸泡，浸泡试样溶液量要保证面容比大于 5 mL/cm2，浸泡起始温度按照 ASTM G48中公式(1)进行计

算。

�ul（�） � ሺ�ʹ���㠴⸰ሺtʹ� � �댳䁤⸰ ሺ͵�ʹ� � �댳⸰�� (1)

由公式 1大致估算双相不锈钢的临界点蚀温度后，从低于该温度约 5℃处开始，实验标准周期为 24 h，每

24 h升温 2℃，每周期结束后观察试样表面，当试样表面开始出现肉眼可见的点蚀坑时，该温度即为临界点蚀

温度。

按照 2205不锈钢表 1中化学成分代入式 1可以计算出 2205双相不锈钢的临界点蚀温度约为 45℃。将 2205
双相不锈钢分别在 35℃，45℃，55℃的溶液中浸泡，每个温度下试样浸泡时间分别为 24 h，72 h，168 h，浸

泡结束后将试样取出，去除腐蚀产物后称重，并与浸泡前称重数据进行对比，根据公式(2)来计算腐蚀速率。

� � �����

���
(2)

式中 V-腐蚀速率，g/m2·h； m1-实验前试样的质量，g；m2-实验后试样的质量，g；A-试样的表面积，m2；t-
浸泡时间，h。称重完成后的试样用光学显微镜进行观察，并用高分辨相机及三维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宏观形貌。

对不同温度下浸泡 168 h 的 2205 不锈钢进行表面 X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XPS），扫描范围为 0-1200 eV，得

到的 XPS 图谱横坐标为结合能（Binding Energy），纵坐标为强度计数（Counts）。

1.3 电化学及 AFM 测试

实验所用溶液为根据国标 GB/T 19746- 2005《金属和合金的腐蚀盐溶液周浸实验》配制的模拟海水溶液，

通过 0.1 mol/L氢氧化钠(NaOH)溶液将 pH调至 8.2，通过美国 ParStat4000电化学工作站对 2205双相不锈钢进

行不同温度下电化学交流阻抗谱(EIS)及动电位极化曲线测试，并利用恒温水浴锅控制溶液温度。电化学测试采

用常规三电极体系，2205不锈钢工作电极裸露面积为 1 cm2，辅助电极和参比电极分别为铂片及饱和甘汞电极

(SCE)。动电位极化曲线的扫描范围从相对于 Eocp开始，向阳极方向扫描，扫描速率为 0.5 mV/s，当电流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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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时停止扫描。交流阻抗谱的测试频率范围为 10-105 Hz，信号幅值为 10 mV，对测得的数据使用 ZSimpWin
软件进行拟合。原子力显微镜表面电位测试（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的扫描范围为 0-300 nm，输出模

式为形貌模式。测试前样品进行机械抛光至 0.1 μm，测试时通过对纳米级硅针施加 0.8 N/m的恒应力及 300 kHz
的振动频率。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化学浸泡实验及 XPS 分析

通过在 6%FeCl3+1%HCl混合溶液中对 2205双相不锈钢进行不同温度及不同时间的浸泡实验，验证临界点

蚀温度拟合值与实际值的相关性以及浸泡时间长短对不锈钢表面点蚀发生和形貌的影响。图 1为 2205双相不

锈钢在不同温度下浸泡不同时长的宏观形貌图。

从 2205双相不锈钢浸泡后的宏观形貌可以看出，在 35℃下浸泡时，浸泡时间从 24 h到 168 h，不锈钢表面

始终保持完好，未出现明显点蚀坑；当浸泡温度为 45℃时，为模拟计算后的 CPT，理论上当浸泡时间超过 24
h时试样表面就应该会出现肉眼可见点蚀坑。实验结果与理论相符，浸泡 24 h的试样表面出现了明显的点蚀坑，

浸泡 72 h的样品表面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点蚀坑，并且出现了微小的鼓泡，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当浸泡时间

达到 168 h 时，可以看到边角部分被完全腐蚀掉，露出黑色腐蚀产物。浸泡温度高于 CPT，达到 55 ℃时，试

样表面出现严重腐蚀，随着浸泡时间延长，样品表面出现大面积点蚀坑和鼓泡。

从微观形貌结果也可以看到，在 35℃浸泡试样表面始终保持完好未出现点蚀；而在 45℃下浸泡后可见比

较多的点蚀坑，且深度较大；在 55℃下浸泡的试样从宏观形貌可以看出已经出现大面积腐蚀现象，腐蚀坑深

度也明显加深。长时间在 CPT左右浸泡，产生的最大点蚀坑尺寸在 50 μm左右，且表面存在较多的 1-2 μm小

点蚀坑。当温度提升至 55℃时，最大点蚀坑尺寸扩大为 500 μm左右，大小是 CPT条件下产生的点蚀坑的 10
倍，同时在微观形貌上没有明显小型点蚀坑，说明初期萌生的较小的点蚀坑是后期点蚀坑生长与扩大的发源。

图 1 2205 双相不锈钢在不同温度下浸泡不同时间后的宏观形貌

Fig.1 Macroscopic morphology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after immersion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r diffe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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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化学浸泡后试样微观形貌

Fig. 2 Micromorphology of the sample after chemical immersion

(a)35℃,24 h;(b) 35℃,72 h; (c) 35℃,168 h; (d) 45℃,24 h; (e) 45℃,168 h; (f) 55℃,168 h

图 3 2205 双相不锈钢不同温度不同浸泡时间后的腐蚀速率

Fig. 3 Corrosion rate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after different immersion tim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2205双相不锈钢浸泡实验后的腐蚀速率见图 3。由图可以看出，在临界点蚀温度以下浸泡时，试样浸泡前

后并未出现失重，说明试样未发生腐蚀；在临界点蚀温度(约 45℃)附近浸泡时，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样品重

量减少越来越多，且样品失重速率也越来越大，浸泡 168 h后，样品腐蚀速率达到 1.21 g/(m2h)，这说明随着

温度的升高以及浸泡时间的延长，不锈钢表面容易发生点蚀现象，且点蚀一旦发生会非常容易拓展，进一步加

剧不锈钢的破坏。同时，在超过临界点蚀温度后，腐蚀速率随时间的变化与临界点蚀温度附近下的变化趋势不

同，呈明显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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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205 双相不锈钢在不同温度 6%FeCl3+1%HCl 混合溶液中浸泡 168h 后表面 XPS 的(a)Cr;(b)Fe 拟合图谱

Fig. 4 (a) Cr and (b) Fe fitting spectra of surface XPS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soaked in 6%FeCl3+1%HCl mixed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r 168h

图 4为 2205双相不锈钢在不同温度 6%FeCl3+1%HCl混合溶液中浸泡 168 h后 XPS测试结果。拟合结果显

示，在 35℃下表面形成的钝化膜主要由铁和铬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组成，并且在较低温度下的测试结果发现

存在单质 Fe 及 Cr；随着温度增加，钝化膜中 Fe 和 Cr稳定态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总含量有增加，Cr和 Fe 的
单质峰消失，说明钝化膜随温度增加在化合物组成上稳定性增加。对比 45℃及 55℃两个温度下实验结果发现

2205不锈钢钝化膜中氧化物在超过临界点蚀温度后含量变化不大，表明 2202双相不锈钢的保护性存在临界值，

在高于临界点蚀温度附近其化合物组成最稳定，超过该温度后基本保持不变，耐蚀性不发生改变。结合浸泡结

果，说明环境温度增加了溶液中 Cl-、Fe3+对钝化膜的侵蚀性。

2.2 动电位极化曲线测试

图 5为 2205双相不锈钢在不同温度下的动电位极化曲线。从图 5中看出，在温度达到 60℃之前，2205双
相不锈钢在不同温度下测得的极化曲线的形状和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几乎不受温度影响，维钝电流密度保持不

变，数量级在 10-5左右，这说明在模拟海水环境下，2205双相不锈钢的腐蚀电化学反应原理基本相同，即反应

的阳极过程是金属电极的溶解，阴极过程是氧的去极化过程[7]。致钝电位变化不明显，钝化电位范围随温度升

高而缩短，这与钝化膜随温度变化的稳定性有关[8-10]。而当温度达到 60℃以后样品钝化电位范围明显缩短，这

说明只有升高到较高的温度时才会对不锈钢的钝化性能产生明显影响。

图 5 不同温度下 2205 双相不锈钢模拟海水中的动电位极化曲线

Fig. 5 Dynamic potential polarization curves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in simulated seawater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研究[1,11-12]表明双相不锈钢在溶液中形成钝化膜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步骤：(1)双相不锈钢表面形成的富 Cr的
钝化膜会溶解到溶液中；(2)双相不锈钢内层的 Cr 扩散到材料的表面，形成新的钝化膜。在常温条件下，步骤

(1)和步骤(2)会不断进行，反复作用，从而达到钝化膜溶解的平衡，形成稳定的钝化膜。但是当外界溶液温度

不断升高时，步骤(1)钝化膜的溶解过程将大于步骤(2)钝化膜的形成，因此温度升高会导致钝化膜变薄，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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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保护性变差。其次在 Cl-存在条件下，温度的升高会加大溶液中离子活性，增加 Cl-在不锈钢膜表面的吸

附作用，当钝化膜击穿后也会加速膜的溶解，因此 Cl-存在的环境中温度的升高对不锈钢具有更严重的破坏作

用。钝化膜在溶液中的破坏主要是溶解，钝化膜在溶液中的溶解反应如式(3)所示：

�㠴��͵ � ���� � ��㠴���� � �h� �� �䁠 (3)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钝化膜遭到破坏，主要是因为 Cr2O3被氧化成为 CrO42-，从而失去了对基体的保护性能。

根据化学反应的热力学知识我们知道，随着温度的升高，反应的动力会增加，就会进一步加速 Cr2O3转变为

CrO42-的，导致钝化膜变的更容易受到破坏；而在高温作用下，氯离子在不锈钢表面的吸附性也会增强，使得

本来就已经缺陷增多的钝化膜更容易遭到破坏，导致不锈钢发生点蚀。

实验表明[13]，当溶液中存在 Fe3+时，不锈钢表面钝化膜的结构发生如下变化：

�䁠͵�ሺݏܽܽ��䁠 ⸰��ݏ� � ͵��� �� �䁠��͵ (4)

�䁠��͵ � �䁠͵� ܽ䁤�݈ݏ�䁤ݐ � ͵���- (5)

结合化学浸泡实验结果及模拟海水动电位极化曲线结果发现，在 Cl-浓度和溶液温度一定情况下，2205不锈

钢需要高于某一临界电位才能引发点蚀。根据成相膜理论[13]，在含有 Cl-的溶液中，金属发生腐蚀的原因在于

钝化膜局部发生破坏，导致钝化后的 2205不锈钢发生强烈腐蚀。钝化前期 Cl-的破坏作用是由于在金属阳极极

化过程中强烈的表面吸附能力，通过竞争吸附占据 O原子的位置，导致钝化膜无法稳定。后期形成腐蚀小孔后，

又由于 Cl-孔内自催化作用导致孔内腐蚀加剧，致使腐蚀坑扩展。

从图 5中不锈钢极化曲线中的点蚀电位变化可以看出，30℃时样品点蚀电位为 0.74 mV，温度升高到 60℃
时，点蚀电位下降到 0.27 mV，说明随着温度的升高，2205双相不锈钢的点蚀电位会明显下降，而且当温度高

于临界点蚀温度（约 45℃）时，下降趋势更明显，这也印证了临界点蚀温度理论[14-16]，即当温度高于临界点

蚀温度时，不锈钢发生点蚀的倾向会明显增大。从测得的极化曲线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温度高低，不锈钢的

钝化电流密度都比较小，这表明不锈钢在模拟海水溶液中可以很容易的自发形成钝化膜，对基体形成保护。但

是当温度升高后，不锈钢的点蚀电位会出现明显下降，说明温度升高使得不锈钢更容易发生点蚀，耐蚀性能下

降。

2.3 钝化膜 AFM 表面形貌分析

为了观察 2205双相不锈钢钝化膜在不同温度下形成的表面形貌，对样品在四种温度的模拟海水溶液中进行

恒电位极化 20 min 后，进行 AFM 表面形貌测试分析。图 6可以看出，30℃下钝化膜表面由较多的白色点状物

组成，黑色部位为钝化膜凹坑或缺陷；随着温度增加，钝化膜表面白色部位面积分数增加，表现为白色点状物

增多或变大。通过观察发现当钝化温度增加到 50℃时，表面高度差达到最大，说明温度升高时容易形成较厚

较为致密的钝化膜。而当温度增加到 60℃时，其高度差比 50℃减小，钝化膜变薄导致耐蚀性降低，这与其极

化曲线钝化区间短于其他三种条件结果相一致。结合图 5，发现样品钝化膜厚度的增加与四种条件下的阳极极

化电流密度不成正相关的关系，因为在 30℃的模拟海水溶液中样品表面钝化膜最薄且致密度不够，但是其阳

极极化电流密度在 0 mV vs. SCE下最低，同时发现随着温度增加，样品阳极电流密度增加，这说明与钝化膜的

保护性相比，材料服役环境温度更为明显地影响材料的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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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温度下 2205 双相不锈钢在模拟海水中恒电位极化（0Vvs.SCE）20min 原子力显微镜形貌图

Fig. 6 AFM morphologies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with constant potential polarization (0 mV vs. SCE) for 20 min in simulated

seawater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 30℃, (b) 40℃, (c) 50℃, (d) 60℃.

2.4 交流阻抗谱分析

图 7所示为 2205双相不锈钢在不同温度下测试的交流阻抗谱图以及拟合电路图。从 Nyquist图中可以看出，

2205双相不锈钢在所有实验温度下高频区均表现为一个大的容抗弧。随着温度的升高，容抗弧的半径逐渐减小，

这说明温度的升高会导致阻抗的降低，造成不锈钢的抗点蚀能力下降。

图 7 不同温度下 2205 不锈钢模拟海水溶液交流阻抗图(a)相位角图;(b)模值图;(c)Nyquist 图

Fig. 7 Electrochemical impendence spectroscopy of 2205 stainless steel in simulated seawater solution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a)

phase angle; (b) modulus; (c) Nyquist
表 2 2205 双相不锈钢不同温度下阻抗拟合结果

Table 2 Impedance fitting results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emperature
/℃

Rs /
Ω·cm2

CPEdl-Y1 /
Ω-1·cm-2·sn

n1
Rct /
Ω·cm2

CPEfilm-Y2 /
Ω-1·cm-2·sn

n2
Rfilm /
Ω·cm2

30 5.742 1.156×10-4 0.824 1315 3.371×10-5 0.819 5.066×105

40 4.907 1.275×10-4 0.823 1206 4.502×10-5 0.830 3.414×105

50 4.511 1.403×10-4 0.822 1138 5.642×10-5 0.895 1.975×105

60 4.965 1.408×10-4 0.825 743.2 6.051×10-5 0.905 1.814×105

采用图 5(a)中的等效电路图对阻抗谱进行拟合。Rs表示溶液电阻，CPEdl表示双电层电容，Rct表示电荷转

移电阻，CPE film表示膜电容，Rfilm表示膜电阻[17-18]。表 2为在不同温度下 2205双相不锈钢的阻抗拟合结果。

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膜电阻 Rfilm与电荷转移电阻 Rct随着温度的升高都有显著降低，说明温度的升高造成钝

化膜的稳定性逐渐减弱，耐腐蚀能力变差，更容易发生点蚀。同时，随着温度的升高，双电层电容 CPEdl也会

增大，说明多孔钝化膜表面暴露区域增加[19-20]，导致钝化膜的抗腐蚀能力不断减小。

进一步地，图 6显示了温度对电荷转移电阻 Rct以及膜电阻 Rfilm的影响。由图中曲线明显可以看出，随着温

度的升高，Rct以及 Rfilm都会明显减小，这也可以说明随着温度的升高，不锈钢表面的钝化膜电阻会变小，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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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减弱且变得多孔[21]，化学反应更易发生，对内部基体的保护性变差，耐腐蚀性能下降，不锈钢更容易发生

点蚀。

图 8 温度与(a)Rct、(b)Rfilm之间的关系图

Fig. 8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a) Rct, (b) Rfilm

3 结论

1）临界点蚀温度（CPT）对于 2025双相不锈钢的点蚀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标准浸泡溶液中，无论浸

泡时间长短，当浸泡温度低于临界点蚀温度 45℃时，2025不锈钢都不会发生点蚀；当温度高于临界点蚀温度

45℃时，2025不锈钢才会开始发生点蚀，且随着温度的升高，2025不锈钢表面点蚀坑尺寸和数量都会显著增

加；

2）浸泡时间对不锈钢的点蚀也有显著的影响。当浸泡温度高于临界点蚀温度时，浸泡时间越长不锈钢表面

点蚀坑数目与面积会越大，腐蚀失重速率也越大。说明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点蚀发生后会迅速发展，对不锈

钢造成严重破坏；

3）随着温度升高，点蚀敏感性增加，不锈钢表面 Rct以及 Rfilm都会有明显减小，钝化膜电阻变小，耐蚀能

力下降；当温度升高到临界点蚀温度以上时，不锈钢的点蚀电位会显著降低，钝化区间明显缩短，说明钝化膜

极易遭到破坏，失去对基体的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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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Pa级高延性方管用钢的开发及加工硬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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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OM、SEM 和 TEM 等仪器对 500MPa 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制管前后的组织与性能进行分析，研究了其强化机制

与加工硬化机理。结果表明，两种试验钢的组织均由铁素体和少量珠光体组成，低 C-低 Mn-Nb、Ti 微合金化试验钢铁素体晶

粒与珠光体球团尺寸更加细小，第二相析出物尺寸稍大，位错密度相似。两种试验钢制管前力学性能相似，低 C-低 Mn-Nb、

Ti 微合金化试验钢屈强比较高；制管后低 C-低 Mn-Nb、Ti 微合金化试验钢加工硬化程度显著，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分别增加

了 45MPa 与 26MPa，延伸率降低 6.0%，高 C-高 Mn- Nb 微合金化试验钢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分别增加了 22MPa 与 10MPa，延伸

率降低 4.0%。固溶强化与细晶强化是两种试验钢最主要的强化机制，由晶粒细化引起的强度增量占总强度的 52.9%~61.8%，

由固溶强化引起的强度增量占总强度的 17.2%~25.3%；析出强化与位错强化对强度的贡献较小。制管后低 C-低 Mn-Nb、Ti 微

合金化试验钢位错强化增加显著，达到了 82MPa，明显高于高 C-高 Mn- Nb 微合金化试验钢位错强化的贡献（65MPa）；对于制

管用途而言，高 C-高 Mn- Nb 微合金化试验钢制管后综合力学性能更加优异。

关键词：500MPa 级；方管用钢；强化机制；加工硬化；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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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crostructure, properties,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and work hardening mechanism of 500MPa
grade high ductility automotive square tube steel were investigated by utilizing optical microscope (OM) ,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crostructures of the two tested steels are composed of ferrite and a small amount of pearlite. Compared with the
high C-high Mn-Nb microalloyed test steel, the size of ferrite and pearlite is finer, the size of the second phase
precipitates is larger, and the density of dislocation is similar.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tested steels are
similar before forming, except for the yield ratio of the low C-low Mn-Nb and Ti microalloyed test steel is higher.
The low C-low Mn-Nb and Ti microalloyed test steel has a significantly work hardening after forming, the yield
strength and tensile strength increased by 45MPa and 26MPa, respectively, while the elongation decreased by 6.0
percent. The yield strength and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high C-high Mn-Nb microalloyed test steel increased by 22
MPa and 10 MPa, respectively, and the elongation decreased by 4.0 percent. The grain refinement strengthen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rengthening modes, the grain refinement strengthening accounts for 52.9~61.8 percent, the
solid solution strengthening is the second main strengthening modes, the solid strengthening accounts for 17.2 to
25.3 percent, while the precipitation strengthening and dislocation strengthening contributes little to the yield
strength. The dislocation strengthening increased to 82MPa of the low C-low Mn-Nb and Ti microalloyed test steel
after forming, which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igh C-high Mn-Nb microalloyed test steel.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quare tube, the high C-high Mn-Nb microalloyed test steel are more excellent in comprehensive 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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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汽车工业发展带来的石油能源消耗压力及尾气排放污染问题，我国于 2016年发布了《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其规定：商用车平均油耗相较于 2015年降低 5%，2020 年减少 10%，2025 年减少

15%，2030 年减少 20%的目标[1]。近些年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的快速发展，将大幅度减少汽车尾气污

染，而电池作为其能量来源，车身重量决定着续航能力。因此无论对于燃油汽车还是电动汽车，轻量化具

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与社会意义与价值[2]。汽车轻量化技术可通过轻量化材料、先进工艺和结构优化实现，其

中采用轻量化材料是当前主流[3-4]。目前新材料主要有高强钢、铝合金、镁合金、复合材料和工程塑料等，

其中：铝合金生产工艺成熟，但承载力与力学性能与钢相比仍有差距；镁的密度低、质量轻，但造价高，

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较高；塑料制品质量轻、加工性能良好，但在回收处理过程中存在环境污染问题，限

制了其使用范围；碳纤维材料轻量化效果最好，但是价格昂贵，加工使用技术难度大，广泛应用难度大；

采用高强钢不仅能减小构件尺寸和结构质量，节约钢材用量，降低钢结构的加工制作、运输和安装成本，

而且高强钢的整体稳定性要比普通强度钢材高[5-8]。

目前普遍认为机动车的尾气是雾霾的主要来源之一，2015年~2017年中国的客车销量均在 50万辆以上，

客车质量远比乘用车质量大，普通 50 座客车整备质量达到 12t， 油耗和尾气排放远比乘用车要高。客车车

身骨架是客车的主要承载结构，占客车总质量的 30%左右。目前客车行业车身骨架绝大部分使用的方矩形

管由 Q235与 Q345制造。在保证客车安全性能的前提下，采用高强度方管替代普通产品，可显著减轻整个

客车的质量，是未来高端精品客车的发展趋势[9]。由于高强钢回弹不易控制，制管过程中经过复杂的塑性变

形导致延伸率下降等原因，限制了高强方管用钢的使用。

本工作采用光学显微镜(OM)、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透射电子显微镜(TEM)等分析方法研究了不

同成分体系下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的组织与性能，并研究了制管前后力学性能变化规律及加工硬

化机理。

1 实验方法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的化学成分如表 1所示。1#试验钢采用低 C-低Mn- Nb、Ti的微合金化

成分体系，2#试验钢 C、Mn含量高于 1#，单独采用 Nb微合金化成分体系。

表 1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的化学成分

Table 1 Composition of 500MPa high-ductility automotive square tube steel（mass fraction，%）

Steel C Si Mn P≤ S≤ Alt Nb Ti N

1# 0.05~0.08 0.05 1.0~1.3 0.020 0.008 0.025 0.02~0.04 0.02~0.04 0.004

2# 0.08~0.11 0.15 1.3~1.5 0.020 0.010 0.025 0.02~0.04 / 0.004

将试验钢加热至 1230~1250℃，保温 200min 左右，轧制成 3mm 厚卷板，终轧温度为 860~880℃，卷取

温度为 590~620℃。然后将试验钢通过辊压成形工艺加工成 40mm×40mm 方管。

根据《GB/T 228-2002 金属材料室温拉伸试验方法》在热轧钢板与方管表面上沿轧向切取拉伸试样，用

MTS810型拉伸实验机以 2 mm/min的速度在室温下进行拉伸。

在热轧态钢板与方管表面上切取金相试样，经研磨和抛光后，用 4% HNO3+96%C2H5OH溶液侵蚀 15~20
s，然后利用德国徕卡公司 MEF4A 型金相显微镜(OM)和日本日立 S3400N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微

观组织并利用图像分析软件统计铁素体晶粒的平均等效直径。

用 JEM-2000FX型透射电镜(TEM)对第二相析出物与位错形貌进行观察与分析，第二相析出物的形貌、

尺寸与化学成分利用碳萃取复型试样观察，位错组态利用金属薄膜试样进行观察并统计位错密度[10,11]，位错

密度采用穿过单位截面积的位错线头数来定义。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力学性能

表 2为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制管前后的力学性能。由表 2可见，两种试验钢在制管前力学性

能均满足技术条件要求，1#试验钢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与延伸率分别为 540MPa、607MPa与 29.5%，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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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比为 0.89，180°弯心直径（d）等于一倍钢板厚度（a）冷弯性能合格；2#试验钢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与延伸率分别为 530MPa、624MPa 与 30.5%，与 1#试验钢相比，其屈服强度低 10MPa，抗拉强度高 17MPa，
延伸率高 1%，屈强比为 0.85，180°d=a冷弯性能合格。由制管前试验钢力学性能检验结果可见，在热轧工

艺参数相同的情况下，化学成分对力学性能影响显著，与低 C-低Mn-Nb、Ti微合金化的 1#试验钢相比，采

用高 C-高Mn-Nb微合金化 2#试验钢的屈强比较低、延伸率更高，更加有利于制管。

由制管后的力学性能检验结果可见，1#试验钢制管后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延伸率与屈强比分别为

585MPa、636MPa、23.5%与 0.92，制管后强度指标满足技术条件要求，而延伸率不满足技术条件要求；与

制管前力学性能相比，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分别增加了 45MPa与 26MPa，延伸率下降了 6.0%，屈强比增加

至 0.92。2#试验钢制管后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延伸率与屈强比分别为 552MPa、634MPa、26.5%与 0.87，
制管后强塑性指标均满足技术条件要求；与制管前力学性能相比，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分别增加了 22MPa
与 10MPa，延伸率下降了 4.0%，屈强比增加至 0.87。

对比制管前后试验钢力学性能变化规律可见，1#试验钢在制管时加工硬化显著，明显高于 2#试验钢；

制管后两种试验钢抗拉强度指标相近，但 1#试验钢屈强比较高、延伸率较低，因方管在后续使用中仍将进

行辊弧弯曲加工，1#试验钢制管后不利于进一步深加工，容易在辊弧加工时出现外弧撕裂问题。综上所述，

对于制管用途而言，2#试验钢制管前后综合力学性能更加优异，更适用于制管用途。

表 2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制管前后的力学性能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500MPa high-ductility automotive square tube steel before and after forming

Steel Note Yield Strength /MPa Tensile Strength /MPa Elongation/ % Yield Ratio 180°d=a，Cold Bending

1#
Plate 540 607 29.5 0.89 OK

Tube 585 636 23.5 0.92

2#
Plate 530 624 30.5 0.85 OK

Tube 552 634 26.5 0.87

Requirement
Plate

500~600 600~700
≥28.0

/
OK

Tube ≥24.0 /

2.2 显微组织

2.2.1 板材组织

图1给出了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的OM像。由图1可见，两种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的

显微组织均由铁素体和少量珠光体组成，铁素体呈亮白色，珠光体呈黑色分布在铁素体晶界处。1#试验钢

铁素体平均晶粒尺寸约为2.6μm，晶粒度等级达到14.0级；珠光体球团形状不规则，多为块状与长条状分布

在铁素体晶界，珠光体球团平均尺寸约为1.30μm，珠光体球团体积分数约为5.52%；1#试验钢晶界与铁素

体内部有较多的碳化物析出，如图1(a)所示。2#试验钢铁素体平均晶粒尺寸约为3.7μm，明显大于1#试验钢，

铁素体晶粒度等级为13.5级；珠光体球团也为块状与长条状并分布在铁素体晶界，但珠光体球团尺寸达到

2.32μm，珠光体球团体积分数约为7.86%，珠光体球团尺寸与体积分数均大于1#试验钢；2#试验钢铁素体

晶粒内较纯净，如图1(b)所示。

由两种试验钢的微观组织观察可见，在采用相同的生产工艺下，其组织特征有明显差异。1#试验钢采

用低C-低Mn- Nb、Ti微合金化成分体系，2#采用高C-高Mn-Nb微合金化成分体系，在相同的加热制度下，

由于1#试验钢C含量较低，完全奥氏体化温度较高，以及Nb、Ti碳氮化物的全固溶温度较高，对奥氏体晶粒

有钉扎作用，因此在加热过程中1#原始奥氏体晶粒小于2#试验钢；同时在轧制过程中，随着温度的下降，

1#试验钢处于固溶状态的微合金化元素Nb、Ti将重新析出，且其析出温度高于2#试验钢，由于第二相析出

物的阻碍奥氏体晶粒的回复、再结晶与长大，因此在奥氏体发生相变前将保留更多的轧制缺陷，提高更多

的形核位置；综上所述，1#试验钢不仅在加热过程中原始奥氏体晶粒尺寸更加细小，而且轧制与冷却过程

中第二相析出物阻碍晶粒长大，因此最终得到的铁素体晶粒更加细小。

对于珠光体转变而言，因珠光体转变属于扩散性相变，因此，C与合金元素对珠光体转变动力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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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转化为对扩散过程的影响。对于亚共析钢，C含量越高，越促进珠光体转变，加速珠光体的动力学进程；

对于合金元素而言，碳化物形成元素会减缓珠光体的动力学进程，特别是Nb、V、Ti等强碳化物形成元素，

而非碳化物形成元素，除了Co和Al外，只要加热时合金元素能够溶入奥氏体，都会或多或少地推迟奥氏体

向珠光体的转变。由于2#试验钢的C含量较高、微合金化元素含量较少，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2#实验钢

中珠光体含量更高。珠光体球团尺寸不仅与珠光体形成温度有关，还与原始奥氏体晶粒尺寸有关，2#试验

钢珠光体形成温度更高、原始奥氏体晶粒尺寸更大，因此2#试验钢珠光体球团尺寸明显大于1#试验钢。

图1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的OM像

Fig.1 OM images of 500MPa high-ductility automotive square tube steel （a）1# （b）2#
2.2.2 焊接组织

图 2给出了采用 2#试验钢制管后焊接组织的 OM像与 SEM像，其中图 2a、b为焊缝组织的 OM与 SEM
像，图 2c、d为热影响区的 OM像与 SEM像。在制管过程中采用高频感应焊进行焊接，焊缝中心处先被加

热到熔融状态，再在压力作用下，使两边金属熔合起来，焊缝中心处不仅加热温度很高，而且又是表面，

所以会造成一定的氧化脱碳，使奥氏体晶粒粗大；另外由于加热温度高，一般难熔质点（碳化物和氮化物）

也都溶入奥氏体中，因此造成奥氏体晶粒异常粗大，在焊接时的快速冷却条件下形成含碳很低的板条贝氏

体或针状铁素体的魏氏组织，同时存在少量粒状贝氏体组织，在板条边界、晶粒内部存在大量弥散分布的

碳化物，将使得该区域的塑性和冲击韧性大幅下降，如图 2a、b所示。热影响区在焊接时被加热至 1200℃
~Ac3范围内，原始组织全部转变为奥氏体，与焊缝中心的脱碳层不同，由于加热速度快、高温停留时间短，

奥氏体晶粒细小，使得该区域冷却下来后的组织为均匀而细小的铁素体和珠光体组织，珠光体组织含量较

少，铁素体呈等轴状，铁素体平均晶粒尺寸约为 2.7μm，并且随着距离焊缝位置的逐渐增加，热影响区将

由完全重结晶区过渡至不完全再结晶区，再过渡至母材区域，铁素体组织呈现出逐渐粗化的趋势，该区塑

性和韧性良好，如图 2c、d 所示。由焊接组织观察可见，为了满足制管后进一步加工的要求，焊缝组织以

贝氏体为主，避免马氏体组织，热影响区以重结晶铁素体组织为主。

(a)

(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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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的OM像与SEM像

Fig.2 OM images of 500MPa high-ductility automotive square tube steel （a）（b）1#，（c）（d）2#
2.3 第二相析出物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的第二相析出物的 TEM 像如图 3所示，第二相析出物的尺寸分布如图

4所示。由图 3与图 4可见，不同成分体系下试验钢的第二相析出物形貌与尺寸明显不同，1#试验钢第二相

析出物形貌主要有立方形、球形、椭球形等，第二相析出物尺寸主要分布在 3nm~120nm之间，均值为 61nm，

能谱分析显示其主要(Nb,Ti)C的复合型析出物，Ti元素占比较高，如图 3a、b 所示。尺寸分布在 20~90nm
之间的第二相析出物约占析出总量的 86.0%，20nm 以下纳米级第二相析出物数量较少，仅占 7.0%，90nm
以上第二相析出物数量占 7.0%，如图 4a所示。

2#试验钢第二相析出物形貌主要为球形、椭球形，其尺寸主要分布在 1nm~100nm之间，均值约为 44nm，

其第二相析出物尺寸明显小于 1#试验钢，能谱分析显示其主要为 NbC析出物，如图 3c、d所示。尺寸分布

在 20~90nm 之间的第二相析出物占析出总量的 90.6%；20nm 以下纳米级第二相析出物数量占析出总量的

8.2%，90nm以上第二相析出物数量进展析出总量的 1.2%，如图 4b所示。

图 3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的析出物尺寸与形貌的 TEM像
Fig.3 TEM images of the size and morphology of precipitates in 500MPa high-ductility automotive square tube steel

（a）（b）1#；（c）（d）2#

(a)

(c) (d)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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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的析出物尺寸分布

Fig.4 Size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es in 500MPa high-ductility automotive square tube steel（a）1#；（b）2#
2.4 位错形貌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铁素体中位错组态的 TEM像如图 5所示。由图 5可见，两种成分 500MPa
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在热轧状态下其铁素体中的位错密度较低，位错呈网状分布，相互交割、缠绕在一

起，1#与 2#试验钢在热轧状态下位错密度基本相似，按照位错密度定义进行统计大约在 0.2×1010cm-2，如

图 5a、b 所示。制管后两种试验钢晶界与晶内的位错密度明显增加，位错在晶界、第二相析出物位置出现

塞积，铁素体晶粒内与晶界处的位错不仅密度明显增加，而且位错分布形貌发生明显改变，出现了位错胞、

位错墙结构，制管后 1#与 2#试验钢位错密度约为 0.84*1010cm-2与 0.53*1010cm-2，如图 5c、d所示。

由位错形貌观察与位错密度统计结果可见，在辊压成形时，因位错萌生与增殖，位错密度显著增加。

随不同滑移系位错的启动及位错密度增大，位错间相互交截情况增加，形成位错胞状结构，不同位错缠结

区演化成一个个独立的胞状结构；另外位错运动遇到障碍（晶界、第二相粒子等）时，如果其向前运动的

力不能克服障碍物的力，位错就会停在障碍物面前，由同一个位错源放出的其他位错也会被阻在障碍物前，

从而出现位错塞积，位错塞积部位形成位错墙结构，阻碍位错运动。由于多晶体材料在变形时，邻近晶界

区域滑移的复杂性和不均匀性，其加工硬化与晶粒大小有关，细晶粒的加工硬化优于粗晶材料。因此，为

了保证制管后满足进一步深加工的要求，辊压成形过程中需控制加工硬化程度，铁素体晶粒保证均匀性与

适当粗化，降低加工硬化程度，提高制管后延伸率。

图 5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制管前后位错形貌的 TEM像

Fig.5 TEM images of dislocation in 500MPa high-ductility automotive square tube steel （a）1# plate；（b）2# plate；（c）1# tube；

(b)

(c)

(a) (b)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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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tube

2.5 强化机制与加工硬化机理

近年来，随着国家节能环保政策不断实施，客车轻量化对高强方管用钢的需求不断提高，但在方管

使用前，一般都需要进行弯曲加工。因此用户对方管的塑性有严格要求，因为从原料到方管成品经历了复

杂的塑性加工硬化过程，原料的延伸率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是向着性能降低的方向变化，所以不能直接

用原料的延伸指标代替，并且加工硬化程度越高，延伸率降低的幅度就越大，在方管弯曲加工过程中开裂

风险越大。所以，要保证方管成品的加工性能，必须要控制加工硬化程度。

加工硬化是金属材料在再结晶温度以下塑性变形时强度和硬度升高，而塑性和韧性降低的现象。产生

加工硬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经过塑性变形晶体中的位错密度增高，位错移动所需的切应力

增大。另一方面在滑移面上产生许多晶格方向混乱的微小碎晶，它们的晶界是严重的晶格畸变区，这些因

素增加了滑移阻力，加大了内应力。由试验钢制管前后的力学性能对比可见，制管后 1#试验钢的屈服强度

与抗拉强度显著上升，尤其是屈服强度上升速度快于抗拉强度，导致制管后屈强比高达 0.92，并且延伸率

下降幅度达到 6.0%，从而不利于进一步深加工；制管后 2#试验钢屈服强度、抗拉强度虽然均有增加，但是

增加幅度均在 25MPa以内，延伸率下降 4.0%，屈强比为 0.87，更加利于进一步深加工。制管前后两种试验

钢表现出不同的加工硬化程度与其强化机制的差异有直接关系。对于铁素体-珠光体形钢，其屈服强度预测

的 Hall-Petch公式[12]如式 1所示：

is rowan+y o s G D O             （1）

式中，��为屈服强度；��为基体点阵阻力；���、���、���is与���rowan分别为由固溶强化、细晶强化、位

错强化与析出强化引起的强度增量。

基体点阵阻力��一般为 48MPa左右 [12]；

固溶强化贡献可由式 2进行计算[12]：

���=4750[C]+3750[N]+84[Si]+37[Mn] （2）
式中，[M]为固溶于铁素体基体中的溶质 M 的质量分数，%(M 为 C, N, Si 和 Mn)。Si 与Mn 为铁素体形成

元素，全部存在于铁素体中；N全部被析出物固定；根据 Nb、Ti微合金元素在钢中固溶度积可计算得到 1#
与 2#试验钢中固溶[C]含量分别为 0.011%与 0.018%。按照式 2计算得到试验钢固溶强化贡献分别约为 95MPa
与 137MPa。

细晶强化贡献可由式 3进行计算[12]：
1/2

G y Fk d    （3）

式中， yk 取 17.40 MPa·mm1/2[12]；dF为铁素体平均晶粒尺寸，根据 1#与 2#试验钢铁素体平均晶粒尺寸分别

为 2.6μm与 3.7μm，计算得到 1#与 2#试验钢的细晶强化贡献分别为 341MPa、286MPa。
位错强化贡献可由式 4进行计算[12]：

1/2
d G b       （4）

式中，为依赖于晶体学结构的数值因子， =0.435；G为剪切模量，8.3×104MPa；b为位错 Burgers矢量

模，为 0.248×10-7 cm； 为位错密度，1/cm2。根据薄膜样品的 TEM像统计的位错密度，计算出 1#与 2#试
验钢在制管前位错强化增量约为 40MPa；制管后 1#与 2#试验钢位错强化增量分别为 82MPa与 65MPa。

析出强化贡献可由式 5进行计算[12]：
1/2

38.995 10 ln(2.417 )Orowan
f d
d

     （5）

式中，f为析出物的体积分数；d为实测析出粒子平均直径。1#与 2#试验钢第二相析出物的 f粗略统计分别

为 0.15%与 0.10%，1#与 2#试验钢中第二相析出物平均直径分别为 61与 44nm，由此计算出 1#与 2#试验钢

析出强化增量分别为 28与 30MPa。
表 3给出了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不同强化方式对屈服强度的贡献。由表 3可见，试验钢的屈

服强度的计算值与实际测量值很接近；固溶强化与细晶强化是最主要的强化机制，制管前，1#与 2#试验钢

由晶粒细化引起的强度增量分别占总强度的 61.8%与 52.9%，由固溶强化引起的强度增量分别占总强度的

17.2%与 25.3%；析出强化与位错强化对强度的贡献较小，1#与 2#析出强化贡献分别为 5.1%与 5.5%，位错

强化贡献分别为 7.2%与 7.4%。制管后试验钢的组织、第二相析出物、固溶元素含量基本未发生改变，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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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位错密度的增加；制管后 1#与 2#由位错强化增量较制管前分别达到了 82MPa与 65MPa，分别占总强度

的 13.8%与 11.3%，较制管前分别增加了 42MPa与 25MPa。由制管前后位错强化对屈服强度的贡献可见，

1#试验钢制管后位错强化对屈服强度的贡献明显高于 2#试验钢，从而导致其显著的加工硬化现象。因此，

对于制管用途而言，2#试验钢综合力学性能更加优异。

表 3 500MPa级高延性汽车方管用钢制管前后的屈服强度及其分量
Table 3 Yield strength and its component of 500MPa high-ductility automotive square tube steels before and after forming

Steel ��/MPa ���/MPa ���/MPa ���/MPa ���香䁞�䀀㌳/MPa ��/MPa Measured
��/MPa

1# 48 95 341 40 28 552 540

2# 48 137 286 40 30 541 530

3 结论

（1）与低 C-低 Mn-Nb、Ti微合金化试验钢相比，采用高 C-高 Mn- Nb 微合金化试验钢屈强比较低、

延伸率更高；制管后低 C-低Mn-Nb、Ti微合金化试验钢加工硬化程度明显高于高 C-高Mn- Nb微合金化试

验钢，屈服强度上升明显，延伸率显著下降，不利于进一步深加工，对于制管用途而言高 C-高Mn- Nb 微

合金化试验钢综合力学性能更加优异。

（2）两种试验钢的组织均由铁素体和少量珠光体组成，低 C-低Mn-Nb、Ti微合金化试验钢铁素体晶

粒与珠光体球团更加细小，珠光体球团体积分数更低，第二相析出物尺寸更大、数量更多，位错密度相似。

（3）两种试验钢在热轧状态下铁素体中的位错密度较低，位错呈网状分布，相互交割、缠绕在一起；

制管后晶界与晶内的位错密度明显增加，位错在铁素体晶粒内第二相析出物与晶界出现塞积，形成位错胞、

位错墙结构，产生显著的加工硬化，导致成品管强度增加，塑性下降。

（4）固溶强化与细晶强化是两种试验钢最主要的强化机制，由晶粒细化引起的强度增量分别占总强度

的 52.9%~61.8%，由固溶强化引起的强度增量分别占总强度的 17.2%~25.3%；析出强化与位错强化对强度

的贡献较小。制管后位错强化较制管前分别增加了 42MPa与 25MPa，占总强度的 11.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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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原料对 LaMg17Ni储氢合金性能影响研究

杨心宇 张 鑫 王彦军 张思源 胡晓蕾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材料研究设计所，北京 102206）

摘 要：为了降低 LaMg17Ni储氢合金的成本并解决原材料 La不稳定导致的安全问题，采用了 La-H粉和 La-Mg合金粉两种

性能稳定且成本较低的原料替代 La粉，利用机械合金化法制备了不同原料的 LaMg17Ni储氢合金，并对比了两种不同原料制

备合金的性能，探究性能差异的原因。采用比表面仪检测合金比表面积变化，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表征合金微观形貌，

X射线衍射（XRD）表征合金制备前后和吸放氢前后相结构变化，利用高温高压气体吸附仪测试合金的吸放氢曲线、储氢量

以及储氢速度。结果表明，以 La-H粉为原料制备的合金储氢量达到 4.58%，在 3MPa氢气压力、温度 573K以下，储氢速度

为 90s内达到饱和储氢量的 90%以上，而以 La-Mg合金粉原料制备的合金储氢量达到 4.43%，在 3MPa氢气压力、温度 573K

以下，储氢速度为 120s内达到饱和储氢量的 90%以上。由于 La-H粉的高脆性使其在机械合金化过程中产生了更高的比表面

活性以及内部原有 LaH3相的直接催化作用，因此以 La-H粉为原料制备的 LaMg17Ni 合金储氢性能优于以 La-Mg合金粉为原

料制备的 LaMg17Ni合金。

关键词：机械合金化；LaMg17Ni；储氢合金；吸氢；放氢

中图分类号：TG146.22 文献标志码：A

0 引 言

镁基储氢合金以其高储氢量、低成本的特性已经成为了世界储氢材料的研究热点，其中纯镁的理论储

氢量高达 7.6%[1]，但镁基储氢合金存在吸放氢温度高（热力学性能差）、吸放氢速度慢（动力学性能差）等

问题，严重制约了镁基储氢合金的商业应用进程。目前研究人员主要通过元素替换和改进制备工艺两大方

面提升镁基合金的储氢性能。在元素替换方面，主要加入稀土元素 La和过渡族元素 Ni[2]等取代部分的Mg，
改变微观结构和相结构，提升性能。而在制备工艺的研究上，研究者主要运用机械合金化等方法[3]替代传统

的熔炼法合成合金，熔炼法制备的镁基储氢合金储氢量偏低，在 3%到 3.7%之间，储氢速度慢，通常需要

2~3h才能达到饱和储氢量的 90%以上，且储氢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活化[4]。

LaMg17Ni是目前研究中发现的一个较为理想的改性配比镁基储氢合金，李谦等[5]利用高能振动球磨机，

以 La、Mg、Ni金属粉末为原料，氢气保护气氛下，经过 60h球磨，制备了储氢量较高 LaMg17Ni储氢合金，

其动力学性能优异，且在一定程度提升了低温下合金的储氢量。但采用 La粉作为合成原料，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 La粉极易氧化，使用时需全程惰性气体保护，条件严苛，不利于批量合成；二是使用 La 粉成本很高，

不利于商业化应用。

本文使用性能稳定且成本较低的 La-H粉和 La-Mg合金粉作为原料替代 La粉制备 LaMg17Ni，并研究其

性能差异。SUN D等[6]指出，La 在首次吸氢反应进行后，生成 LaH3，在之后的吸放氢循环中 LaH3并不会

转化回 La，而是起到催化的作用，换言之，利用 La-H粉替代 La粉，理论上只会影响首次吸氢过程，并不

会影响循环吸氢量。

1 实 验

实验分为两组：A组为 La-H粉为原料，B组为 La-Mg合金原料。

A组：将纯度 99.9%，粒径＜74μm的 La-H粉，纯度 99.9%，粒径＜74μm的Mg粉和纯度 99.99%，粒

径 2~3μm的 Ni粉，按原子比 La：Mg：Ni=1:17:1，均匀混合后置于不锈钢真空球磨罐中，充入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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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将粒径＜74μm的 La-Mg 合金粉（La与Mg原子比 1:17，La、Mg纯度 99.9%）与纯度 99.99%，

粒径 2~3μm的 Ni粉，按原子比 La：Mg：Ni=1:17:1，均匀混合后置于不锈钢真空球磨罐中，充入氩气。

将 A、B两组球磨罐装入 ND8L型全方位行星球磨机中进行球磨，球磨时间 5、10、20、30、40h，转

速 350r·min-1，球料比 10：1。
将制备的粉末进行性能分析测试。微观形貌分析使用 HITACHI SU5000热场发射扫描电镜（SEM），物

相结构分析使用 BRUKER D8 ADVANCE X射线衍射仪（XRD），测试条件为 CuKα靶 ，储氢性能测试使用

金埃谱 H-Sorb 2600高温高压气体吸附仪，该仪器集成了吸放氢曲线（PCT曲线）测试，储氢速度测试功能。

比表面测试使用金埃谱 V-Sorb 2800全自动比表面积及孔径测试仪。

2 结果与分析

2.1 相结构分析

图 1为 A组混合物在氩气保护下，经过不同时间（5~40h）球磨合成的 LaMg17Ni（LaMg17Ni-A）的 XRD
谱图，从图 1中可以看出，随着球磨时间的增大，Mg的衍射峰逐渐降低宽化，有生成 La2Mg17和Mg2Ni
相的趋势，这说明随着球磨时间增大Mg 不断消耗，与 La、Ni结合，发生微合金化现象，合金晶粒尺寸减

小，发生非晶化转变。图 2为球磨 30h合成的 LaMg17Ni-A吸氢和放氢后的 XRD谱图，对照 PDF 卡片：材

料在吸氢反应前主相为 LaH2.3、Mg、Ni，吸氢后体系中主相为MgH2，同时还生成了Mg2NiH4和 LaH3，而

放氢完毕后，体系中主相为Mg，同时还存在Mg2NiH0.3和 LaHx（x=2.3~3）。这表明 LaMg17Ni-A仍是以Mg
和MgH2的储放氢为主，La的氢化物在储放过程中变化不明显，在放氢过程中仅有很少部分 H释出，主要

起到催化MgH2放氢作用，此结论与 SUN D等[6]研究结果一致。Ni的加入在吸氢过程中与Mg 结合生成了

Mg2NiH4，对比生成焓大小顺序[7]：Mg2NiH4（-64 kJ/mol）＞MgH2（-74 kJ/mol），由此可知含有 Ni的氢化

物更不稳定，更容易释放 H2以降低整个体系的能量，因此Mg2NiH4的形成更有利于放氢过程。吸放氢过程

可总结为式（1）（2）两阶段：

首次吸氢：LaMg�uNi（A） + H� → LaH� +MgH� +Mg�NiH�LaH� +MgH� +Mg�NiH� （1）

循环吸放：LaH� +MgH� +Mg�NiH�
循环
��LaH� +Mg + Mg�NiH�t� + H�
循环
��LaH� +Mg + Mg�NiH�t� + H�LaH� +MgH� +Mg�NiH�
循环
��LaH� +Mg + Mg�NiH�t� + H�
循环
��LaH� +Mg + Mg�NiH�t� + H� （2）

图 1 LaMg17Ni-A不同球磨时间 XRD谱图

Fig.1 XRD patterns of LaMg17Ni-A by mechanical alloying

(a)5h,(b)10h,(c)20h,(d)30h,(e)4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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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球磨 30h LaMg17Ni-A吸放氢 XRD谱图

（a）吸氢前，（b）吸氢后，（c）放氢后

Fig.2 XRD patterns of LaMg17Ni-A after hydriding and dehydriding

（a）before hydrogen absorption,（b）after hydrogen absorption,（c）after hydrogen desorption

图 3为 B组混合物在氩气保护下，经过不同时间（5~40h）球磨合成的 LaMg17Ni（LaMg17Ni-B）的 XRD
谱图，从图 3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增大，出现了明显的衍射峰宽化，发生非晶化转变.图 4给出了 LaMg17Ni-B
吸氢和放氢后的 XRD谱图，对照 PDF卡片，吸氢反应前材料主相为 La2Mg17、Mg、Ni，吸氢后，与 LaMg17Ni-A
相似，LaMg17Ni-B仍以MgH2和Mg 的储放氢为主。La2Mg17在吸氢过程中生成 LaH3和MgH2，放氢后并未

转化回 La2Mg17。吸放氢过程可总结为（3）、（4）式：

首次吸氢：LaMg�uNi（B） + H� → LaH� +MgH� +Mg�NiH�LaH� +MgH� +Mg�NiH� （3）

循环吸放：LaH� +MgH� +Mg�NiH�
循环
��LaH� +Mg + Mg�NiH� + H�
循环
��LaH� +Mg + Mg�NiH� + H� （4）

对比 A和 B两组 LaMg17Ni的吸放氢过程，可以发现，采用不同种类原料合成 LaMg17Ni，仅影响了首

次吸氢时反应物 La的存在形式，在 LaMg17Ni-A中为 LaH2.3，在 LaMg17Ni-B中为 La2Mg17。两者之后吸放

氢循环过程保持一致。

图 3 LaMg17Ni-B不同球磨时间 XRD谱图

Fig.3 XRD patterns of LaMg17Ni-B by mechanical alloying

(a)5h,(b)10h,(c)20h,(d)30h,(e)4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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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球磨 30h LaMg17Ni-B吸放氢 XRD谱图

（a）吸氢前，（b）吸氢后，（c）放氢后

Fig.4 XRD patterns of LaMg17Ni-B after hydriding and dehydriding

（a） before hydrogen absorption,（b）after hydrogen absorption,（c）after hydrogen desorption

（b）

2.2 比表面积与微观形貌分析

利用比表面积测试判断球磨过程中颗粒尺寸的变化情况，比表面积越大，颗粒尺寸越小，表 1给出了

LaMg17Ni-A和 LaMg17Ni-B不同球磨时间的比表面积。从表 1可以发现，两种不同原料合成的 LaMg17Ni颗
粒尺寸随球磨时间的变化趋势相似：5-30h颗粒尺寸不断降低，在 30h时达到最小，而 30-40h时颗粒尺寸

有一定程度的增大。图 5和图 6分别为 LaMg17Ni-A和 LaMg17Ni-B经不同球磨时间对应的 SEM图。结合图

5、图 6可见，5-30h时为球磨破碎过程，颗粒尺寸降低，30h到 40h开始发生冷焊团聚，颗粒增大，比表面

积减小。

对比 LaMg17Ni-A和 LaMg17Ni-B同一球磨时间比表面积可发现，LaMg17Ni-A的比表面积均大于

LaMg17Ni-B，这可能是由于 La-Mg 合金延展性更高，在球磨后颗粒更加扁平，颗粒尺寸略大于以 La-H粉

作为原料合成的 LaMg17Ni。拥有更大的比表面积的合金，可以为氢的吸附提供更多的接触点和通道，对储

氢有促进作用。由此可以推测球磨 30h时的 LaMg17Ni储氢性能最优。

表 1 LaMg17Ni-A和 LaMg17Ni-B比表面积

Table 1 The specific area of LaMg17Ni-A and LaMg17Ni-B /（m2/g）

球磨时间（h） 5 10 20 30 40

A比表面积 3.66232 10.13921 15.87346 22.231028 16.593388

B比表面积 1.58426 6.848815 12.371195 17.19919 13.8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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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图 5 LaMg17Ni-A不同球磨时间 SEM图像

Fig.5 SEM morphologies of LaMg17Ni-A by mechanical alloying

(a)5h,(b)10h,(c)20h,(d)30h,(e)40h

（a） (b)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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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图 6 LaMg17Ni-B不同球磨时间 SEM图像

Fig.6 SEM morphologies of LaMg17Ni-B by mechanical alloying

(a)5h,(b)10h,(c)20h,(d)30h,(e)40h

2.3 储氢性能

图 7为不同球磨时间 LaMg17Ni-A和 LaMg17Ni-B的储氢量，从图 7中可以看出，随着球磨时间的增大，

储氢量先增大后小幅减小，两组均在球磨 30h时，储氢量达到最高，分别为 4.58%和 4.43%。与它们的比表

面积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比表面积高的样品，储氢量相对较高。以 La-Mg合金为原料的 LaMg17Ni-B整体吸

氢量小于以 La-H为原料的 LaMg17Ni-A。B组中 5h样品仅能吸附 0.9%的氢气，结合图 6（a）所示的微观

形貌可以分析出在 5h时使用 La-Mg合金作为原料的样品未完成球磨碎化过程，颗粒尺寸很大，未发生元素

的微合金化，导致吸氢量很小。

图 7 LaMg17Ni储氢量对比

Fig.7 hydrogen storage capacity of LaMg17Ni-A and LaMg17Ni-B

对 LaMg17Ni-A和 LaMg17Ni-B组球磨 30h样品做吸放氢曲线（PCT曲线）分析，测试温度 573K，最大

压力 5Mpa，结果如图 8（a）、（b）所示，由图 8可以看出，样品吸放氢平台平坦，平台期长，两组样品均

能够在较低的吸氢平台压力（0.2Mpa左右）下大量的吸放氢气，有利于实际应用。且球磨后合成的材料不

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活化处理就可以直接储氢，有很好的活性。

257257



图 8 LaMg17Ni-A和 LaMg17Ni-B 30h PCT曲线

Fig.8 PCT curve of LaMg17Ni-A and LaMg17Ni-B for 30h

对其他球磨时间样品在同样条件下做 PCT测试，表 2 为 LaMg17Ni-A和 LaMg17Ni-B两组不同球磨时

间下材料 PCT测试结果，除 B组球磨 5h样品外，其他样品都出现了储氢平台，随着球磨时间增大，平台

压力降低，在实际使用中较低的平台压力可以实现材料在低氢压条件下大量吸氢，有利于实际应用。且球

磨后的材料体现出很好的储氢活性，储氢无活化过程。

此外，储氢速率是储氢材料使用过程中很重要的性能指标。因此本文选取了 LaMg17Ni-A和 LaMg17Ni-B
中储氢量最高的球磨 30h样品，进行了储氢动力学性能测试，测试条件：温度 573K，氢压 3Mpa。图 9为
LaMg17Ni-A和 LaMg17Ni-B的吸氢动力学曲线。实验发现，材料吸氢速率很高，LaMg17Ni-A可以在 90s内
达到其饱和吸氢量的 90%以上，LaMg17Ni-B 可以在 120s内得到其饱和吸氢量的 90%以上（传统熔炼法制备

的合金需要 2-3h）。

表 2不同球磨时间 LaMg17Ni-A和 LaMg17Ni-B PCT结果

Table 2 PCT result ofLaMg17Ni-A和 LaMg17Ni-B

球磨时间/h 5 10 20 30 40

LaMg17Ni-A

Pa/Mpa 0.40 0.35 0.31 0.20 0.20

Pd/Mpa 0.15 0.14 0.19 0.10 0.07

Hydrogen absorption 2.88 3.55 3.93 4.58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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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

The amount of

hydrogen /%
2.68 3.45 3.81 4.22 4.05

LaMg17Ni-B

Pa/Mpa / 0.41 0.34 0.20 0.20

Pd/Mpa / 0.15 0.17 0.07 0.06

Hydrogen absorption

capacity /%
0.9 2.66 3.65 4.43 3.92

The amount of

hydrogen /%
0.7 2.53 3.43 4.20 3.81

注释：Pa-吸氢平台压力；Pd-放氢平台压力

图 9 吸氢动力学曲线

Fig.9 Absorption curves of hydriding

分析储氢动力学性能提升的原因有三点：①机械合金化后颗粒呈非晶态，拥有很大的比表面积和表面

活性，为氢的进入提供了更多的吸附点和“通道”；②样品表面和内部的 LaHx可以起催化作用，促进吸氢反

应的进行；③相较于MgH2，Mg2NiH4的更易形成，可以快速吸氢。

LaMg17Ni-B的储氢速度略低于 LaMg17Ni-A，一是由于 LaMg17Ni-B的比表面积较小，二是由于

LaMg17Ni-B在吸氢时需先由 La与 H结合生成催化性的 LaH3，而 LaMg17Ni-A体系中的 LaH3可以直接催化

吸氢反应的进行。

综合以上，在储氢量和储氢速度上，以 La-H粉为原料的 LaMg17Ni-A都优于以 La-Mg合金粉为原料的

LaMg17Ni-B。

3 结 论

以 La-H粉和 La-Mg合金粉分别作为原料，利用机械合金化法成功合成了 La-Mg-Ni系三元储氢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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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试后得到的结论如下：

(1)以 La-H为原料的合金，最高储氢量达到了 4.58%，以 La-Mg合金粉为原料的合金储氢量达到了 4.43%。

在 573K和 3Mpa氢压下，La-H和 La-Mg合金粉为原料的合金分别能在 90s和 120s内达到它们饱和储氢量

的 90%以上，且储氢无需活化，储氢平台压力低，平台宽阔，有利于实际使用；

(2)机械合金化后材料的高比表面活性和由此诱导在储氢过程中形成的 LaH3、Mg2NiH4等相是提升

LaMg17Ni合金储氢性能的主要原因；

(3)以 La-H粉为原料的合金性能优于以 La-Mg合金粉为原料的合金，主要原因是 La-H粉为原料的合金

比表面活性更高，且合金体系内的 LaH3能直接催化储氢反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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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底吹炉氧枪出口端蘑菇头生成过程水模实验研究

王书晓 1 ，余跃 1 ，温治 2 ，刘训良 2

(1.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8， 2.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氧气底吹熔池熔炼过程中，高温熔体会逐渐在氧枪出口周围形成蘑菇状的疏松多孔介质区，称为蘑菇头。合

适大小的蘑菇头，既不妨碍送气量，又可保护氧枪。本文以铜底吹炉为原型，基于相似原理搭建水力模型试验平台，

模拟得到蘑菇头的生成过程。蘑菇头的生成需要满足一定热力学条件，主要与低温气体温度和气体流量有关，稳定

蘑菇头生成过程可以分为生成-破碎-生成反复阶段和稳定蘑菇头生成阶段，蘑菇头的尺寸、孔隙率以及生成稳定蘑菇

头所需时间受到气体流量的影响较大，而受氧枪倾角的影响较小。随气体流量增加，稳定蘑菇头尺寸和孔隙率都会

变大，生成稳定蘑菇头所用时间则减少。

关键词：铜冶炼；底吹炉；蘑菇头；水力模型实验

作者简介:王书晓（199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工业炉窑仿真及优化研究工作；

电子邮箱：wsx@enfi.com.cn ，电话：136-6136-7902，010-63936974。

Hydraulic Experiment on Mushroom Head at the End of Oxygen Lance of the
Bottom-Blowing Copper Smelting Furnace

WANG Shu-Xiao, YU Yue, WEN Zhi, LIU Xun-Liang

ABSTRACT
Oxygen-enriched air sprays from the oxygen lance into the bottom of the furnace, the melting phase will be frozen and a

hemispherical porous zone with a mushroom-head shape be formed around the outlet of the lance, known as the mushroom
head. It is supposed there be a dynamic mushroom-head zone with an appropriate size, which can protect the oxygen lance
and don't mitigate the gas injection.

In this paper, bottom-blowing copper smelting furnace was taken as the prototype of research object, hydraulic model
experiment system was built by using similar theories, which simulat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mushroom head. The
hydraulic model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mation of stable mushroom head requires certain thermodynamic
conditi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mainly divides into generating - crushing - generating process and stable mushroom-head
generation process. the mushroom-head was porous medium with a hemispheric shape. The size, porosity and generation
time of the mushroom-head were more affected by the flow rate of the bottom-blowing gas compared with angle of the
oxygen lance.

Key Words: Copper Smelting; Bottom-Blowing Furnace; Mushroom Head; Hydraulic Experiment

0. 引言

底吹炉冶炼过程中，底吹气体通过底部喷枪强力射入，作为冶炼反应物的同时并搅拌炉内熔体，底吹气体

相较于高温熔体温度很低，会在在喷枪的喷口周围和枪口砖上形成一个急冷区，部分高温熔体在急冷区附近固

化粘结，最终形成具有细微通道呈蘑菇状的稳定致密多孔介质区，被称为“蘑菇头”。处于动态热平衡状态的蘑

菇头大小合适时，既不妨碍送气量，又可保护和延长底部供气喷枪的寿命，但会使得供气压力提高，增加动力

成本，也会对炉内气液流动产生影响。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为延长底吹喷嘴和与炉底寿命，钢铁冶金行业研究人员针对顶底复吹转炉内蘑菇头开

展了一些研究工作。李云[1]、张晓兵[2]、袁集华[3~4]等对顶底复吹转炉炼钢过程中形成的蘑菇头进行冷态或热态

实验研究，分析了蘑菇头的形成过程、热力学条件以喷吹气量、铁水温度的关系。刘浏[5]、陈树林[6]在生产实

践中研究分析了“炉渣-金属蘑菇头”的形成和维护技巧、组成成分和透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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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氧气底吹技术在应用于铅冶炼和铜冶炼之初[7~9]，便考虑在氧枪出口端形成蘑菇头以保护喷枪，但相比

转炉炼钢领域关于蘑菇头的研究，关于铜底吹炉内蘑菇头的相关研究鲜有报道，铜底吹炉在冶炼工艺和结构方

面与顶底复吹转炉也存在明显不同，有必要对底吹炉内蘑菇头的形成展开研究。底吹炉冶炼过程中熔池温度很

高且很难观察到冶炼过程中底部蘑菇头的形成过程，直接进行原型实验存在经济成本高、实施困难、安全风险

大等缺点，因此本文以铜底吹炉为原型，通过水力模型实验的方法研究了蘑菇头生成过程、热力学条件、蘑菇

头的尺寸形貌以及氧枪倾角、气体流量的影响作用。

1. 相似原理及模型参数

1.1.相似原理

实验研究是是计算机模拟正确性的检验依据，也是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需要。在研究对象上直接进行实验

会受到研究对象尺度、实验环境、测试手段等限制，从经济性和可行性方面考虑，常采用模型试验的方法。如

何设计实验台以及如何把模型实验的结果应用的实际中去的理论依据就是相似原理。

为保证模型中的流动与原型中的流动保持相似，必需遵从相似原理，即需要满足几何相似、动力相似和运

动相似等相似条件。

几何相似是必须满足的首要条件，指模型与原型具有相似的几何形状，所有对应尺寸成比例，所有对应角

相等。长度比例尺是指模型特征尺寸与原型特征尺寸的比值，数学表达式为：

（1）

式中：λ——长度比例尺；Lm——模型特征尺寸，m；Lp——原型特征尺寸，m。

本文选用修正的弗劳德准数为相似准数，其表达式如下所示：

（2）

式中： ——气流速度，m/s；g——重力加速度，m/s2；d0——氧枪直径，m； ——气体密度，kg/m3；

—— 液体密度，kg/m3。

在建立水力模型时，根据动力学相似原理，模型中修正弗劳德准数必须与原型相等，即：

（3）

1.2.模型参数

本文主要研究单支氧枪喷吹情况下蘑菇头的生成过程，以某铜冶炼企业底吹炉为原型，选取长度比例尺 1：10
制作水力模型。水模型在长度方向截取实际底吹炉长的一段并且将模型圆柱高于中心线 100 mm以上部分切除。图 1
为原型与模型结构示意图，表 1和表 2为底吹炉原型与模型结构参数、物性参数和操作参数。

a.底吹炉原型 b.底吹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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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底吹炉原型及模型结构示意图

表 1 原型与模型结构参数

原型 模型

长度比例尺 1:1 1:10
内径/mm 3880 388
长度（不含端墙）/mm 21660 285
熔池液面/mm 1545 154.5
氧枪倾角/° 10、20 0、10、20
氧枪凸起高度/mm 180 18
氧枪出口截面积/mm2 798.42 7.07

注：模型中喷枪选取规格为 6*1.5mm的硬铜管，内径 3mm。

表 2 原型与模型物性参数和操作参数

原

型

铜锍密度

（kg/m3）

氧气密度

（kg/m3）

氮气密度

（kg/m3）

单枪内层气体

流量（m3/h）
单枪外层气体

流量（m3/h）
4500 1.429 1.25 1200 800

模

型

水密度

（kg/m3）
空气密度（kg/m3） 单枪气体流量（m3/h）

998 1.293 1.0/1.5/2.0/2.5

2. 实验装置及实验方案

2.1.实验装置

水力模型实验台主要由底吹炉水模型、低温供气系统（铜盘管覆盖干冰降温）、气体干燥系统、数据采集测试

系统等四部分组成。图 2和图 3分别为实验装置示意图与实物图。实验步骤如下：1.压缩机提供压缩空气经过稳压阀

稳压；2.压缩空气经 CTA精密过滤器干燥过滤得到干燥空气；3.干燥空气通入埋在干冰中的铜盘管降温得到得到低

温气体，气体温度可以通过铜盘管长度调节；4.低温气体经过氧枪喷射入底吹炉模型。实验过程中，通过温度计、流

量、高速相机分别测量记录温度、流量、射流形态以及蘑菇头的生成过程。

1-空气压缩机；2-稳压阀；3-空气干燥器；4-低温槽；5-铜盘管；6-气体流量计； 7-氧枪；

8-底吹炉水模型；9-平面光源；10-温度计；11-高速相机机；12-数采卡；13-电脑

图 2 实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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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气压缩机；2-降温槽；3-温度计；4-底吹炉模型；

5-氧枪模型；6-高速摄像机；7-稳压阀；8-空气干燥器

图 3 实验装置实物图

2.2.实验方案

本文通过水模实验研究蘑菇头的生成过程以及气体温度、氧枪倾角和气体流量的影响作用，设计了如表 3所示

的实验方案。
表 3实验方案表

氧枪角度（°） 底吹气体温度（℃） 气体流量（m3/h） 研究目标

0
-54.8 1.0、1.5、2.0、2.5 气体流量的影响

-37.4、-47.3、-54.8 2.0 底吹气体温度的影响

0、10、20 -54.8 2.0 氧枪倾角的影响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稳定蘑菇头生成过程

当底吹氧枪出口端附近温度小于 0℃时，氧枪出口端开始有蘑菇头冰瘤生成；此时气体流量也会出现一定波动，

稳定蘑菇头的生成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生成-破碎-生成”反复阶段和稳定蘑菇头生成阶段。

在“生成-破碎-生成”反复阶段，喷枪出口端附近温度已低于 0℃，水开始在喷枪出口某点结晶并长大形成小的

蘑菇头状冰瘤，但此时的蘑菇头结构并不稳定，也未处于动态热平衡状态，不稳定的蘑菇头不断生成并被气流和水

流破碎，“生成-破碎-生成”过程反复多次后进入稳定蘑菇头生成阶段。

在稳定蘑菇头生成阶段，水首先在喷枪内壁面上结成小冰瘤，小冰瘤逐渐长大并堵塞底吹气流的垂直向上流动，

底吹气流发生偏斜，底吹气体阻力增大，底吹气流不断改变偏斜方向，长大的冰瘤逐渐重合，形成覆盖底吹喷枪出

口的蘑菇头核，蘑菇头核逐渐长大生成稳定的蘑菇头，此时稳定蘑菇头处于动态热平衡状态。从气流发生偏斜到生

成大小稳定的蘑菇头，大约耗时 10 min，稳定蘑菇头生成过程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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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稳定蘑菇头生成过程

图 5为生成的稳定蘑菇头实物图，可以发现蘑菇头是一个具有蘑菇头形状的典型的多孔介质区域。比较有无蘑

菇头时的液面喷溅可以发现，在生成蘑菇头之后，熔池内的液面喷溅显著减小，如图 6所示。

图 5 稳定蘑菇头形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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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无蘑菇头时液面喷溅 b.存在蘑菇头时液面喷溅

图 6 蘑菇头对熔池液面喷溅的影响

3.2 稳定蘑菇头生成热力学条件

低温底吹气体经由氧枪喷入底吹炉内，不断带入冷量，喷枪出口端附近熔体逐渐冷却积聚生成一个稳定的蘑菇

头。稳定蘑菇头会处于动态热平衡状态，蘑菇头体失去的热量主要是低温底吹气体经过蘑菇头体时所带走的热量，

而蘑菇头体得到的热量主要来自于炉内熔体传热。

稳定蘑菇头的生成主要与低温底吹气体温度和气体流量有关。气体流量一定，只有底吹气体温度足够低才可能

有稳定蘑菇头的产生，气体温度满足低温要求，也只有保证一定气体流量才能使得蘑菇头体处于热平衡状态，生成

稳定蘑菇头。由表 4可知，稳定蘑菇头的生成需要满足一定热力学条件：在气体流量为 2 m3/h时，低温气体温度 ≤
-47.3 ℃才会有蘑菇头的生成，否则不会生成蘑菇头，或者冷气体的温度为-54.8℃时，气体流量 ≥ 1.5 m3/h，才会有

蘑菇头的生成，否则不会生成蘑菇头。

表 4 底吹气体温度对蘑菇头生成过程的影响

气体流量（m3/h） 底吹气体温度（℃） 稳定蘑菇头是否生成

2.0
-37.4 否
-47.3 是
-54.8 是

1.0

-54.8

否
1.5 是
2.0 是
2.5 是

3.4 气体流量的影响

满足稳定蘑菇头生成热力学条件情况下，研究了 1.5 m3/h、2.0 m3/h和 2.5 m3/h等三种气体流量对蘑菇生成过程

的影响，包括蘑菇头尺寸、孔隙率及生成稳定蘑菇头所需时间等。图 7为高速相机拍摄的不同气体流量底吹气流形

貌图，其中 A1-A3 为存在蘑菇头时气流形貌，底部气泡颜色较深部分为形成的稳定蘑菇头。

A1-1.5m3 A2- 2.0m3 A3-2.5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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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5m3 B2- 2.0m3 B3-2.5m3

图 7不同气体流量，有无蘑菇头时底吹气流形貌图（A1-A3有蘑菇头，B1-B3无蘑菇头）

由表 5实验结果可知，随着气体流量增大，生成稳定蘑菇头所用时间减小，这是因为气体流量大，冷气体带入

炉内的冷量可以更快满足稳定蘑菇头生成所需的热力学平衡条件；随气体流量增大，稳定蘑菇头的孔隙率和蘑菇头

尺寸也会变大。

表 5 气体流量对蘑菇头生成过程的影响

底吹气体

温度（℃）

气体流量

（m3/h）
蘑菇头尺寸 蘑菇头孔

隙率(%)
生成稳定蘑菇头

所需时间（min）直径(mm) 氧枪外径 n倍

-54.8
1.5 14.116 2.353 15.49 13
2.0 16.735 2.789 19.42 9
2.5 19.574 3.262 21.91 7

3.3.氧枪倾角的影响

实际生产中，底吹氧枪的布置并非完全 0°倾角竖直布置，而是不同氧枪倾角混合布置的。底吹气体温度-54.8℃
和气体流量 2.0m3/h情况下，研究了 0°、10°、20°不同氧枪倾角对蘑菇头的生成过程的影响。图 8为三种不同氧枪倾

角布置情况下利用高速相机拍摄得到的底吹气流形貌图，其中 A1-A3为存在蘑菇头时的气流形貌，底部气泡中颜色

较深为所形成的稳定蘑菇头。

A1- 0° A2- 10° A3- 20°

B1- 0° B2- 10° B3- 20°
图 3.8不同氧枪倾角，有无蘑菇头时气流形貌图（A1-A3有蘑菇头，B1-B3无蘑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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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不同氧枪倾角实验结果可知，在氧枪倾角分别为 0°、10°和 20°时，生成稳定蘑菇头所用时间均为 10min
左右，氧枪倾角对生成稳定蘑菇头所需时间的影响不明显，氧枪倾角的变化对蘑菇头孔隙率和稳定蘑菇头的尺寸大

小的影响作用也很小。
表 6 氧枪倾角对蘑菇头生成过程的影响

氧枪倾角（°）
蘑菇头尺寸 蘑菇头孔

隙率(%)
生成稳定蘑菇头

所需时间（min）直径(mm) 氧枪外径 n倍
0 16.735 2.789 19.42 9
10 15.536 2.569 18.51 11
20 17.380 2.896 19.16 10

4. 结论

（1）水模实验模拟得到底吹炉氧枪出口端稳定蘑菇头的生成过程，过程可分为“生成-破碎-生成”反复阶段和稳

定蘑菇头生成阶段。稳定蘑菇头为半球状多孔介质区，有很多弥散孔，合适大小的蘑菇头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

底吹炉内液面喷溅现象。

（2）蘑菇头生成需要满足一定热力学条件，主要与低温气体温度和气体流量有关。当底吹氧枪出口端温度小于

熔体的凝固点且存在一定过冷度，气体流量大小合适，低温底吹气体提供的冷量满足蘑菇头动态热平衡条件时，底

吹氧枪出口端会生成稳定蘑菇头。

（3）稳定蘑菇头的尺寸、孔隙率以及生成稳定蘑菇头所需时间受到气体流量的影响较大，而受氧枪倾角的影响

较小。随气体流量增加，稳定蘑菇头尺寸和孔隙率都会变大，生成稳定蘑菇头所用时间则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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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混合型稀土矿冶炼分离过程的绿色工艺进展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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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包头混合型稀土矿是世界上储量最大的单体稀土矿床，其合理开发利用对全球稀土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自

主开发的第三代硫酸法实现了包头稀土矿低成本、大规模、连续化生产，成为行业主流工艺并沿用至今。随着稀土产业的快速

发展，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稀土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回顾了包头稀土矿工业应用的经典冶炼分离

工艺的发展历史，并重点介绍了包头稀土矿典型绿色冶炼分离新工艺及应用情况，主要包括非皂化萃取分离稀土新工艺、联动

萃取分离稀土新工艺、碳酸氢镁法冶炼分离包头稀土矿新工艺、盐酸-硫酸联合法冶炼矿物型稀土矿新工艺等，为包头稀土矿的

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同时针对包头混合型稀土矿综合利用和绿色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加快绿色技术

推广应用、持续开发绿色创新技术、建立稀土资源绿色提取分离技术体系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关键词：包头混合型稀土矿；冶炼分离；绿色工艺；发展趋势

doi: 10.13373/j.cnki.cjrm. XY190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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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Trend of Green Technology in the Hydrometallurgy and
Separation of Baotou Mixed Rare Earth Concentrate

WangMeng1, 2, Huang Xiaowei1, 2, Feng Zongyu1, 2, Long Zhiqi1, 2, Peng Xinlin1, 2, ZhangYongqi1, 2

（1. Grirem Advanced Materials Co.,Ltd,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Rare Earth Materials, GRINM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nferrous Metals, Beijing 100088;2. Hebei Province

Rare Earth Functional Materials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Center, Xiongan 071700, China)

Abstract: Baotou mixed rare earth ore is the largest rare earth reserve in the world, and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Baotou ore is critical for the global rare earth industry. The third-generation sulfuric acid process, which was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by

China, has achieved the low-cost, large-scale and continuous production of rare earth oxides from Baotou mixed concentrates, and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technology in the rare earth industry. However，issue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ave become the bottlenecks

that hinder the rapid and heal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are earth industry. This paper provided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hydrometallurgy and the separation processes for the Baotou mixed rare earth concentrate in industrial practice, especially,

focused on the new green process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industry. These processes include the new non-saponification extraction

technology for the rare earths separation, the new linkage extraction technology for the rare earths separation, the new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process of Baotou rare earth concentrate using magnesium bicarbonate and the novel hydrochloric acid-sulfuric acid combined

method for the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of mineralogical rare earth concentrate, and these processes provide a soli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efficient and cleaner production of Baotou mixed rare earth concentrate. Also,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Baotou mixed rare earth concentrate, including accelerating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continuing to develop green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establishing a green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technology system for rare earth resources.

Key words: Baotou mixed rare earth concentrate,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gree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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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元素具有独特的 4f亚层电子结构、大的原

子磁矩、强的自旋-轨道耦合、多变的配位数和晶体

结构，呈现出十分丰富的磁、光、电、催化等功能

性质，享有“现代工业维生素”和“21世纪新材料

宝库”的美誉。稀土作为全球公认的重要战略资源，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电子信息、

智能装备、新能源、现代交通、节能环保、核工业

等战略领域，对发展现代高新技术和国防尖端产业、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

用，是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支撑材料[1-6]。

全球稀土工业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20 世纪

40-60年代，世界稀土供应由欧洲主导，主流工艺

为烧碱法处理独居石；20世纪 60年代后，随着美

国芒廷帕斯矿实现工业生产，美国开始主导全球稀

土供应，主流工艺为氟碳铈矿氧化焙烧-盐酸浸出；

我国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对稀土进行研究开发利

用，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实现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随着包头矿第

三代酸法的开发成功和串级萃取理论的建立与应

用，我国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打破了国外在稀土

提取、分离技术和产业的垄断，世界稀土制造业的

中心逐步向中国转移[7]。我国已建立起较完整的稀

土采、选、冶、材料加工及应用产业链和工业体系，

成为全球最大的稀土资源国、生产国、出口国和应

用国。我国自主开发的稀土资源高效提取分离技术

居世界领先水平，可大规模生产稀土纯度 2N-5N的

数百种产品；稀土冶炼分离能力超过 30万吨/年，

年产量约 15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85%以上[8-10]。

作为我国三大稀土资源（包头混合型稀土矿、

四川氟碳铈矿、南方离子型稀土矿）中储量占绝对

优势的稀土矿产，包头混合型稀土矿也是世界上储

量最大的单体稀土矿床，目前全球 60%以上的稀土

原材料产品的生产源自包头稀土矿。其由氟碳铈矿

和独居石共生，矿物结构和组成复杂，被世界公认

为难冶炼矿种[11]，因此包头稀土矿的合理开发利用

对世界稀土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世纪 70

年代，我国稀土工作者针对该矿的特点开展了长期

的研究，经过包头稀土大会战，开发了硫酸焙烧法、

烧碱分解法、碳酸钠焙烧法、高温氯化法、电场分

解法等多种工艺流程，目前只有硫酸法和烧碱法应

用于工业生产[12]，其中 90%的包头稀土精矿采用有

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简称“有研集团”）自主开发的第三代硫酸法专利技

术进行冶炼[13]。第三代硫酸法工艺已运行 30余年，

为我国稀土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

献。但随着稀土产业规模的快速增长，对环境的影

响也逐年增大，资源利用率低和环境污染问题备受

关注，硫酸法工艺也不断改进升级，环境问题逐步

得到解决。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绿色发展理念，

对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稀土行业实施了严格的环保

核查和整顿，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三废”末端

治理，虽然污染物大幅减少，但存在运行成本高、

达标率低及监管难等问题，因此，开发清洁低碳的

稀土冶炼分离技术成为行业的研究热点。

本文将对包头稀土矿工业应用的经典冶炼分离

工艺进行回顾和介绍，并综述国内重点科研机构、

稀土企业针对包头稀土矿冶炼分离过程中存在的资

源与环境问题，立足于绿色化、高效化的解决思路

和方案，自主开发的冶炼分离新技术、新工艺等方

面的研究进展及推广应用效果。

1 包头混合型稀土矿工业应用的冶炼

分离工艺

1.1 包头混合型稀土矿三代酸法冶炼工艺

有研集团研究开发包头混合型稀土精矿冶炼工

艺始于 20世纪 70年代，陆续开发了第一代、第二

代、第三代硫酸法冶炼工艺，实现广泛应用并成为

处理包头稀土精矿的主导工业生产技术。

1972年，有研集团开发成功了回转窑浓硫酸焙

烧-复盐沉淀-碱转化-盐酸优溶工艺（第一代硫酸

法），冶炼低品位包头稀土精矿（REO含量 20%～

30%）生产氯化稀土，将传统的静态焙烧变革为动

态焙烧，使稀土回收率由 40%提高到 70%，解决了

低品位稀土精矿的工艺适用性问题[14]。先后在包钢

稀土三厂、哈尔滨火石厂实现小规模生产。

1980年，有研集团在第一代硫酸法基础上发展

为浓硫酸强化焙烧-中和除杂-环烷酸或脂肪酸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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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新工艺（第二代硫酸法，如图 1所示），处理包

头稀土精矿工艺技术又获得突破，1982年在甘肃稀

土公司建成年产 6000吨氯化稀土生产线，成为当时

亚洲最大的稀土冶炼厂，实现包头矿连续、规模生

产，稀土回收率提高到 80%以上[15]。

图1 包头混合型稀土精矿第二代酸法冶炼工艺流程图

Fig.1 Process flowchart on thesecond generation sulfuric acid
technology for Baotou mixed rare earth concentrate

1985年，有研集团又开发出浓硫酸强化焙烧-

水浸-氧化镁中和除杂-P204萃取转型分离或碳铵沉

淀-盐酸溶解转型-萃取分离新工艺（第三代硫酸法）

（图 2）。将包头稀土精矿与浓硫酸混合在回转窑中

进行强化焙烧分解，钍和磷生成难溶性焦磷酸盐进

入渣中，稀土矿物转化为可溶性硫酸稀土，经水浸、

中和除杂后得到硫酸稀土溶液，接下来有两种工艺

流程从硫酸稀土溶液中提取稀土：一是将硫酸稀土

溶液直接进行碳酸氢铵沉淀、盐酸溶解转型得到氯

化稀土溶液，该方法投资小，碳酸稀土便于转运，

但沉淀 1t稀土氧化物要消耗 1.6t-1.7t的碳酸氢铵，

运行成本较高，而且产生大量含镁钙的硫酸铵废水，

难以回收处理；二是先采用 P204硫酸体系萃取分

组，然后盐酸反萃转型为氯化稀土溶液，该方法实

现连续大规模生产，成本低，稀土回收率高，产品

质量好，但由于硫酸体系稀土浓度低，萃取转型设

备投资较大。上述两种方法得到的混合氯化稀土溶

液经过P507萃取分离La、Ce、Pr、Nd单一稀土[16-17]。

图2 包头混合型稀土精矿第三代酸法冶炼工艺流程图

Fig.2 Process flowchart on the third generation sulfuric acid
technology for Baotou mixed rare earth concentrate

第三代硫酸法工艺流程简单、连续、易控制，

易于大规模生产，对精矿品位要求不高，运行成本

较低，用氧化镁中和除杂使渣量减少，P204替代脂

肪酸萃取解决了乳化、溶解损失大等难题，稀土回

收率提高，实现了从硫酸稀土溶液中萃取分离稀土

的技术突破，为世界上首创，并于 1986年申请了包

头稀土矿硫酸法冶炼分离工艺的首个发明专利[18]。

20世纪 90年代后，随着包头矿向深部开采，独居

石比例明显升高，磷含量增加导致稀土回收率大幅

下降。针对这一问题，有研集团开发了“加铁固磷

强化焙烧-抑制磷浸出”的新工艺，通过含磷矿物物

相重构，使磷固化为焦磷酸铁造渣，稀土回收率提

高 10多个百分点，优化和提升了第三代硫酸法工

艺。第三代硫酸法 1985年以来先后在哈尔滨稀土材

料厂、包钢稀土三厂、甘肃稀土公司、包头 202厂

等 30多家大中型稀土企业应用， 实现了包头稀土

矿低成本、大规模、连续化生产，成为行业主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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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年冶炼能力超过 15万吨以上，处理量占包头矿

的 90%。

1.2 包头混合型稀土矿碱法冶炼工艺

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包头稀土院与上海跃

龙化工厂合作研发了烧碱分解包头稀土精矿工艺。

采用液碱常压分解处理高品位的混合型稀土精矿

（图 3）。

图3 包头混合型稀土精矿碱法冶炼工艺流程图

Fig.3 Process flowchart on alkali technology for Baotou mixed
rare earth concentrate

碱法工艺将包头混合型稀土精矿经盐酸洗钙，

液碱分解、洗涤，盐酸优溶稀土得到优溶液和优溶

渣，优溶液经浓缩和萃取分组得到混合氯化稀土、

中重稀土化合物和混合氯化轻稀土，优溶渣采用硫

酸化焙烧进一步回收稀土和固化钍[19]。该工艺优点

包括分解过程不产生酸气等有害气体，无须使用复

杂的废气处理设备，投资较小。但碱法工艺对包头

混合型稀土精矿的品位要求较高，不适于处理稀土

品位较低 (REO＜50%)的混合稀土精矿；酸碱交替

使用，酸碱等化工原材料消耗高，特别是液碱价格

高，用量大，导致成本高；废水量大，洗涤耗时，

且氟、磷难以回收；钍分散在废水和废渣中，三废

处理成本高。

2 包头混合型稀土矿绿色冶炼分离工

艺进展

近年来，国内诸多研究机构和企业针对包头混

合型稀土矿冶炼分离过程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开

展了绿色清洁工艺的研发，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2.1 浓硫酸低温焙烧法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包头矿大会战期间，有研

集团、长春应化所等单位就开展了浓硫酸低温焙烧、

伯胺萃取回收钍工艺研究，并进行了扩大试验，由

于温度低，硫酸用量大，导致残余酸量大、回转窑

焙烧过程结壁等问题，一直未实现工业应用。本世

纪初，为了减少包头稀土精矿分解过程产生的废气

污染和有效回收伴生的钍资源，包头稀土研究院、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等单位开发了浓硫酸低温焙烧工

艺，并开展了浓硫酸低温静态焙烧-伯铵萃钍-P204

或皂化 P507萃取转型生产混合氯化稀土工业试验

[20-23]。该工艺能够实现稀土矿中钍的有效回收，但

浓硫酸静态低温焙烧存在分解率较低、焙烧矿残余

酸量大的问题，限制了实现动态化、连续化大规模

工业生产。后续中科院长春应化所优化和发展了萃

取分离钍的工艺，形成了从稀土矿物中提取钍到制

备高纯钍的技术，为核工业用纯钍的制备与应用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原中国有色工程

设计研究总院）联合保定稀土材料厂改进了传统低

温硫酸焙烧工艺[24-25]，将精矿预先采用浓硫酸进行

酸化并在低温下熟化，再进行矿物焙烧，提高了矿

物分散性和稀土分解率，可以解决焙烧过程中的结

窑壁问题，并降低酸耗量，为包头混合型稀土精矿

低温动态硫酸焙烧工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一条新途

径。

有研集团、有研稀土研发了浓硫酸中温焙烧综

合回收稀土和钍的工艺[26]。在含铁助剂作用下进行

硫酸化焙烧，然后用水或稀酸浸出使稀土、钍和部

分铁、磷等有价元素溶解；过滤后得到低放射性渣

和水浸液；水浸液再经过中和除杂，将钍、铁、磷

等富集在渣中；得到的硫酸稀土溶液，直接进行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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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萃取分离；铁磷钍渣经过酸溶后将钍进行萃取回

收，萃余液中和回收磷酸铁，含少量稀土的母液返

回浸出焙烧矿。该工艺流程简单灵活，化工材料消

耗低，能综合回收稀土、钍及铁、磷有价元素。

总体上，浓硫酸低温焙烧法关键是解决焙烧过

程回转窑结壁问题，但纯钍的市场需求尚未形成，

且提纯后的钍对存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限制了该

工艺的进一步研发和规模推广应用。

2.2 非皂化萃取分离稀土新工艺

针对包头混合型稀土精矿硫酸焙烧浸出液中稀

土浓度低、中重稀土元素含量少的特点，有研集团、

有研稀土开发成功在硫酸-盐酸体系中酸性磷类萃

取剂直接进行非皂化萃取分离新技术[27-30]（图 4）。

图4 硫酸-盐酸混合体系非皂化萃取分离新工艺-流程图

Fig.4 Process flowchart on non-saponification extraction
process in sulfuric acid-hydrochloric acid mixed system

该工艺直接以包头稀土精矿硫酸焙烧得到的水

浸液为原料，采用非皂化 P204、P507及协同萃取

剂进行 Nd-Sm 萃取分组转型 , 或直接进行

LaCe/PrNd/SmEuGd或 La/LaCe/PrNd/SmEuGd一步

萃取分离得到市场需要的 LaCe、PrNd、SmEuGd

及纯镧、富铈多种产品[31-32]，解决了 P204萃取过饱

和乳化、中重稀土反萃难以及 P507酸性条件下萃

取容量低等难题；首次实现了非皂化萃取转型与分

离一步完成，取消碳铵转型和氨皂化工序，源头消

除了氨氮废水污染，减少酸碱消耗。

新工艺于 2005 年率先在山西锁簧稀土股份有

限公司成功应用于改造年处理 4000吨包头稀土精

矿碳铵沉淀转型生产线。后续在甘肃稀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完成推广应用，合作研发成功非皂化

P204、P507在 H2SO4、HCl混合体系中萃取分离稀

土多出口工艺。2010年以来，甘肃稀土公司与有研

集团、北京大学、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作将非皂化萃取分离技术与联动萃取分离技术进

行有机结合，建成 4000吨/年规模非皂化-联动萃取

分离稀土生产线（图 5），从而实现包头混合型稀土

矿冶炼分离过程无氨氮排放，并降低了生产成本。

图5非皂化-联动萃取分离新工艺-实施现场

Fig.5 Field of non-saponification linkage extraction process

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后续通过联动

萃取理论计算，又开发了包头矿转型-分离一体化分

离新工艺[33]，并于 2016年在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成功应用。新工艺在转型过程中即同步实

现部分纯 Ce、PrNd、Nd等纯产品的分离，大幅降

低了酸碱消耗。

2.3 碳酸氢镁法冶炼分离包头稀土矿新工艺

由于稀土离子在硫酸体系中易与碱金属离子、

铵离子反应生成硫酸稀土复盐沉淀，在硫酸稀土浸

出液除杂、萃取转型分离等过程中，通常使用氧化

镁粉调节酸度，但存在如下问题：①固-液反应慢；

②引入铝、铁等杂质被萃取富集，严重影响稀土萃

取能力和产品质量；③产生大量含过饱和钙的硫酸

镁废水，极易产生硫酸钙结垢堵塞萃取设备和管道

和，废水难以循环利用。为了克服上述问题，2010

年以来，有研集团、有研稀土针对我国包头矿的特

点和冶炼分离的技术难点，开发成功以碳酸氢镁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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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浸矿和皂化萃取分离为基础的新一代包头稀土矿

绿色冶炼分离工艺-碳酸氢镁法冶炼分离包头稀土

矿新工艺[34-35]（图 6）。新技术采用自然界广泛赋存

的廉价钙镁等碱性化合物为原料，循环回收利用包

头稀土精矿冶炼分离过程产生的硫酸镁废水，以及

稀土皂化萃取等过程回收的 CO2，通过连续碳化规

模制备碳酸氢镁溶液，替代氧化镁或液碱用于硫酸

化焙烧矿浸取、中和除杂及皂化萃取转型与分离稀

土。

图6 碳酸氢镁法冶炼分离包头稀土矿新工艺-流程图

Fig.6 Process flowchart on new smelting and separation process
of Baotou rare earth concentrate using magnesium bicarbonate

首次提出并研发出碳酸氢镁溶液高效浸取硫酸

化焙烧矿技术，替代常规的水浸-氧化镁中和除杂工

艺，保证稀土快速高效浸出的同时，铁、磷优先反

应成渣，降低浸出液 Fe杂质含量，从而实现浸矿、

中和除杂“一举多得”的效果。碳酸氢镁溶液应用

于硫酸稀土体系皂化萃取转型和分离，与原氧化镁

调控 pH萃取相比，可精确调控萃取水相平衡酸度，

从而提高稀土萃取回收率，同时有效解决了氧化镁

引入 Fe、Al、Si等杂质干扰、反应慢等问题；进一

步，通过对钙元素定向迁移与调控抑制溶液中硫酸

钙富集峰强度，并基于诱导析晶理论开发出硫酸稀

土溶液晶种循环降钙技术，从而有效解决了硫酸钙

结垢的难题。研发成功硫酸镁废水和 CO2循环制备

碳酸氢镁溶液技术，通过强化碳酸氢镁转化过程，

同时抑制硫酸钙对碳化的副作用，实现了钙和镁的

有效分离，获得高品质低镁硫酸钙石膏产品和纯净

的碳酸氢镁溶液；碳酸氢镁溶液循环用于稀土冶炼

分离过程中，实现了水、镁及 CO2资源循环利用。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该技术改建

处理规模为 30000 吨/年包头稀土精矿的绿色冶炼

分离生产线，实现连续稳定运行（图 7）。整套技术

实现水资源以及镁、CO2等化工材料的循环利用，

无氨氮排放；并消除了硫酸钙结晶、铝和铁杂质对

萃取过程的影响，提高了稀土资源利用率和产品品

质；稀土冶炼分离材料成本降低 30%以上，经济、

环境、社会效益显著。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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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碳酸氢镁法冶炼分离包头稀土矿新工艺-实施现场

Fig.7 Field of smelting and separation process of Baotou rare
earth concentrate using magnesium bicarbonate
(a) Preparation of magnesium bicarbonate;
(b) Saponification extraction separation;

(c)Recovery of carbon dioxide

2.4 盐酸-硫酸联合法冶炼矿物型稀土矿新工艺

目前，工业应用量最大的稀土矿为矿物型稀土

矿，包括氟碳铈矿、独居石及其混合型稀土矿。纯

氟碳铈矿采用常规的氧化焙烧-盐酸浸出法，具有工

艺简单、投资小的优点，但盐酸浸出过程仅将氟碳

铈矿分解后的三价稀土溶解，四价铈、钍、氟等进

入酸浸渣，再经过碱转除氟-优溶回收铈，产生大量

碱性氟化钠废水，回收利用难度大、处理成本高

[36-38]。而包头白云鄂博稀土矿是含氟碳铈矿和独居

石的混合型稀土精矿，普遍采用第三代酸法冶炼分

离，稀土回收率高、产品质量好，但如何实现冶炼

分离过程中产生的含硫、氟尾气和浸出渣的减量化

是工艺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同时针对含不同组成的

氟碳铈矿、独居石等矿物型稀土精矿开发普适性的

绿色高效冶炼分离工艺成为当前研发的趋势。

基于此，有研集团、有研稀土提出了盐酸-硫酸

联合法冶炼含氟碳铈矿、独居石等复杂矿物型稀土

精矿新工艺[39]（图 8）。首先通过控制焙烧气氛和制

度，将氟碳铈矿进行弱氧化焙烧分解，抑制铈氧化

为四价，然后采用低浓度盐酸步进式酸浸的方式，

获得了 200 g·L-1上的氯化稀土溶液；酸浸渣再进一

步经过硫酸焙烧-水浸回收未分解的稀土，整个工艺

的总稀土浸出率达 95%以上，硫酸焙烧过程中硫酸

用量、废气及含放射性废渣产生量大幅下降，节约

了大量三废处理成本。该工艺工业适应性强，可综

合处理多种复杂稀土矿物，为包头混合型稀土精矿、

美国芒廷帕斯稀土矿及氟碳铈矿等矿物型稀土精矿

绿色环保、高效清洁生产开辟了新途径，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图8 盐酸-硫酸联合法冶炼矿物型稀土矿新工艺-流程图

Fig.8 Process flowchart on novel combined hydrochloric
acid-sulfuric acid method for the smelting and separation of

mineralogical rare earth concentrate

2.5 其他新工艺研究进展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研究了包头稀土矿硫酸浸出

液中萃取分离铈、氟、磷工艺。采用氧化焙烧工艺

处理包头矿从而构建 Ce(IV)体系，研究了复杂体系

中 Ce(IV)、氟、磷的萃取热力学和界面动力学，阐

明了 Ce(IV)固定氟和磷的萃取机理，发现

Cyanex923 在硫酸介质对包头矿浸出料液中

Ce(IV)、F、P具有较好的萃取性能，通过反萃制备

出 CePO4和 CeF3混合粉体，可有效回收包头混合

型稀土矿中的氟、磷资源，利用丰富廉价的铈资源

固定氟、磷资源，从源头解决了氟、磷环境污染问

题。同时把占稀土配分 50%的铈优先分离出来，可

为其它三价稀土的分离节约成本[40]。

包头白云鄂博矿是铁与稀土共生矿，目前以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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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产，先经弱磁-强磁回收铁资源后，部分尾矿经过

浮选回收稀土，但大量含稀土尾矿被排入尾矿坝内

堆积，尾矿的大量堆积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针对

这一现状，包头稀土研究院研究了包头弱磁尾矿综

合回收稀土、铁、氟、磷的选冶联合工艺。开展了

白云鄂博中深部矿石弱磁尾矿的工艺矿物学研究，

揭示了矿物组成和表面状态对浮选过程的影响机

制。浮选过程获得了 REO品位为 51.13%的稀土精

矿和 CaF2品位为 83.85%的萤石精矿；磁选过程获

得了 TFe品位为 46.26%的强磁铁精矿和生铁（TFe

78.68%）。采用钙化焙烧稀土精矿，有效抑制氟的

逸出，稀土、氟、磷浸出率达到 90%以上。东北大

学提出了钙基固氟还原焙烧-弱磁分选-酸浸取处理

包头含铁稀土尾矿的工艺[41-42]，以实现回收尾矿中

的有价元素的目标。该方法利用钙基固氟，不仅有

效降低烟气含氟量，同时促进稀土矿物的分解，还

原焙烧过程可将尾矿中赤铁矿还原为人造磁铁矿，

通过弱磁分选回收铁资源。

东北大学还研究了采用微波强化分解转型的清

洁提取稀土新工艺。在微波强化分解过程中，以

NaOH作为吸波剂、固氟剂和反应助剂，稀土精矿

分解率大于 95%，矿中的氟、磷转化为氟化钠和磷

酸钙或氟磷酸钙；通过水洗回收 80%以上的氟；通

过低浓度盐酸温和浸出水洗矿，稀土浸出率可达

93%以上。该工艺大大降低了碱用量，仅为稀土矿

质量的 35%；实现了氟资源回收独立操作。同时还

提出了微波场作用下稀土精矿氯化分解提取稀土新

工艺，利用微波流化床将稀土精矿与碳混合氯化分

解，得到稀土氯化物、氟化硅以及三氯氧磷，根据

各物质的沸点差异进行精馏分离回收稀土、硅以及

磷等[43-44]。

内蒙古科技大学针对REO品位为65%的包头混

合型稀土精矿开发了酸浸碱溶工艺[45]。首先将高品

位稀土精矿进行氧化焙烧，然后通过盐酸浸出将大

部分的稀土氧化物和部分氟氧化物溶解，滤渣（主

要为氟化稀土和磷酸稀土）再经过碱分解得到氢氧

化稀土。碱分解产物经水洗后与盐酸浸出液合并，

利用浸出液中的余酸进行中和除铁、钍，最终得到

氯化稀土溶液和铁钍渣，同时在碱分解产物水洗液

中回收氟化钠和磷酸钠，实现了伴生的磷、氟元素

的回收。

此外，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46]等在包头混合

型稀土矿冶炼分离方面也开展了相关新工艺研究并

取得一定进展。

3 包头混合型稀土矿冶炼分离工艺的

发展方向及建议

随着稀土产业的飞速发展，资源浪费与环境污

染问题已成为制约稀土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大

难题。为了顺应国家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技术需求，

全生命周期绿色化成为新焦点，稀土资源高效清洁

利用、均衡应用受到空前重视，将加速推动稀土的

生产使用方式向精细化、绿色化、均衡化方向发展。

作为我国第一大稀土资源，包头混合型稀土矿的冶

炼分离工艺将继续以提高资源利用率、物料循环利

用、污染全过程控制的绿色化学方向为目标，进一

步巩固我国在稀土冶炼分离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发展建议如下：

1) 加快绿色技术推广应用

以实现工业化应用为导向，进一步优化提升已

开发的包头稀土矿绿色高效冶炼分离工程化技术及

装备水平，增强新技术的适应能力和应用范围，通

过应用示范工程、政策支持引导、战略合作等多种

方式加大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推广力度，将创新

技术凝聚为产业化优势。

2) 持续开发绿色创新技术

针对包头混合型稀土矿冶炼分离过程存在的三

废污染问题，开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重点突破硫

酸化焙烧尾气净化回收硫酸、氟化物技术，稀土分

离提纯过程酸、碱、盐回收利用技术，包头混合型

稀土矿及伴生资源钍、氟、磷等有价元素高效绿色

综合回收利用技术和装备，持续提升包头稀土矿的

绿色冶炼和综合利用水平。

3) 建立稀土资源绿色提取分离技术体系

建立源头防控与污染治理技术体系，稀土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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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产品评价技术规范，绿色供应

链、绿色工厂标准和评价体系，从而构建形成统一、

规范、全面的稀土绿色技术体系，为打好稀土污染

攻坚战、打造稀土绿色制造体系提供技术支撑，推

动稀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支撑强国战略目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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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掺杂碳靶材的制备研究及溅射薄膜生长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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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石墨、碳化硅、硅粉体为原料，采用预处理工艺得到复合原料粉体，热压烧结制备 C/Si 80/20 at%靶材。将制备的靶

材在不同基片上溅射镀膜，分析薄膜的形貌及其生长模式。通过扫描电镜分析微观形貌、四探针测试电阻率、XRD结合拉曼光

谱分析晶体结构，结果如下：（1）石墨和硅粉球磨混合 48h可获得 Si元素均匀分布的 C/Si复合粉体；该粉体在 1900℃下真空热

处理时，C/Si通过互扩散生成等轴晶 3C-SiC；（2）不同粒径的β-SiC粉体在 1900℃真空热处理时，颈部生长速率和晶体结构转

变存在显著差异。在高温下，纳米β-SiC粉体蒸汽压高，颈部增长速率快，通过蒸发-凝聚再结晶后可获得球形度良好的 3C-SiC

微米颗粒。（3）以 C/Si/SiC 70/10/10 at%粉体为原料，采用球磨和高温真空热处理得到预处理粉体并热压制备 C/Si 80/20 at%靶材，

结果表明：与 C/SiC 60/20 at%二元组分体系相比，三元组分预处理粉体制备靶材的均匀性好，平均电阻率 3.9 mohm·cm，极差 0.59，

密度 2.34 g/cm3，石墨化度 0.17, 石墨晶体完整性好。（4）将制备的 C/Si 80/20at%靶材分别在玻璃、硅片以及陶瓷基片上磁控溅

射制备类金刚石薄膜，结果发现：在 Si基体表面薄膜呈纵向生长模式，膜层微粒小于 20 nm；在玻璃基体表面膜层呈层状生长模

式且结合紧密；在陶瓷基体表面薄膜呈片状生长模式，膜层由微米级颗粒结合组成，与陶瓷基体的微观组织相似。

关键词: C/Si；靶材；β-SiC；热处理；热压

中图法分类号：TB321；TB44 文献标识码： A

Study on preparation of silicon doped carbon target and the growth mode of thin film by
sputtering

Bai Xue，Liu Yuyang，Wang Xingqi，Gui Tao，Yang Lei，Wang Xingming*，Chu Maoyou

（GRINM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ech.Co.,Ltd, Beijing,10088)

Abstract: Using carbon, silicon carbide and silicon as raw material, the composite raw material powder was prepared by pretreatment process and

C/Si 80/20at% target via hot pressing. The target material was then sputtered on different substrates. The micromorphology was analyzed by SEM;

the resistivity was measured by four probes; the crystal structure was examined by XRD combined with Raman spectroscopy. The results yielded

are: (1) Uniformly distributed C / Si powder of Si elements was obtained after consistent ball milling for 48 hours. While the powder is vacuum

heat treated at 1900 ℃, liquid silicon and solid carbon generate equiaxed 3C-SiC through inter-diffusion. (2) Whenβ-SiC powders with different

size were vacuum heat-treated at 1900 ℃,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sparity between neck growth rate and cryst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Under

high temperature, the nano-β -SiC powder had higher vapor pressure and its neck growth rate was relatively faster. Subsequently, pure 3C-SiC

microparticles with higher sphericity were acquired after evaporation-coagulation and recrystallization. (3) Using C / Si / SiC 70/10/10 at%

powder as raw materials and through ball milling /high-temperature vacuum heat treatment as pretreatment methods, C / Si 80/20 at% target was

hot-pre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 / SiC 60/20 at% binary component system, the target prepared by the ternary

component pretreatment powder has better uniformity, the average resistivity is 3.9×10-3 ohm·cm and the range is 0.59, the density is 2.34g / cm3,

the degree of graphitization is 0.17, the graphite crystals have good integrity. (4) C / Si 80 / 20at% target was magnetron sputtered on glass, silicon

wafer and ceramic substrate to deposit diamond-like thin films. The results exhibited that the film on the Si substrate had a longitudinal growth

mode and the film particles were less than 20nm; The film layer on glass had a layered growth mode and were tightly bonded; The film on the

ceramic substrate, composed of micron-sized particles that were similar to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ceramic matrix.

Key words: C/Si；target；β-SiC；heat treatment；hot-p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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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金刚石薄膜中，同时存在有 SP2、SP3两种键态形式，薄膜性能介于金刚石和石墨之间，属于非晶碳结

构[1]。因此，类金刚石薄膜（简称 DLC）具有较高的电阻率、高硬度、耐磨抗蚀、高热导率和红外区透明等类

似于金刚石的优异性能[2]；除此之外，类金刚石还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并与硅、锗、石英等

材料的附着性很好，可以作为一些光学和电子产品的保护层[3]。类金刚石薄膜的制备工艺简单、沉积温度低、

大面积成膜时膜面光滑平整等优点吸引了科研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

在 DLC薄膜中掺入 N、Si金属等杂质可以显著降低内应力，提高热稳定性。Si氧化成 SiO2覆盖在薄膜表

面，阻止薄膜进一步氧化并与 C原子形成 Si-C键，提高薄膜的硬度[4-5]。

DLC薄膜的制备工艺主要有两种：化学气相沉积法和物理气相沉积法（PVD-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离子束沉积是采用电弧蒸发石墨靶材或以甲烷等为气体源，产生碳离子或碳氢离子并沉积在基体表面形成 DLC

薄膜，此方法存在沉积速率低，膜层内应力大等缺点；兰州大学陈丽以离子液体溶液为原料制备得到离子液体

薄膜[6]，将所述离子液体薄膜在惰性气氛下进行热处理得到类金刚石碳薄膜，工艺复杂，不利于工业化生产；

溅射沉积属于物理气相沉积，是用高能粒子轰击石墨靶材将原子溅射出来并沉积在基体上形成薄膜。磁控溅射

制备 DLC薄膜的优势在于制备温度低、工艺简单、大面积成膜均匀性好，一般采用掺杂型石墨靶材或者反应

溅射的方法。

常见的掺杂型石墨靶材制备方法是高温无压烧结或将石墨浸入熔化的硅溶液中产生自发反应等方法制备

Si/C靶材[7-10]，此类方法烧结温度一般大于 2000℃且需要热处理才能获得致密度较高的靶材，对于非化学计量

比的硅碳靶材的成分无法精准控制。热压烧结法制备温度较低，工艺简单，不添加任何烧结助剂，在制备过程

中硅元素含量可控，但是热压烧结工艺制备掺杂型石墨靶材还未见相关研究报道。

目前，DLC薄膜常用硅掺杂碳溅射靶材成分为 C/Si 80/20 at%，含量公差要求+/-1at%。因此，本文采用单

质 Si和 SiC 作为掺杂物相，研究热处理对原料粉体形貌和晶体结构的影响以及 Si元素在高温下的扩散化合反

应，在 1980℃的热压温度下，获得成分满足要求且均匀性较高的硅掺杂碳靶材，并将所制备靶材作为溅射源进

行磁控镀膜测试，分析不同的基体对薄膜生长模式的影响。

1 实验

1.1 原料预处理实验

（1）球磨整形

按照 C/Si=70/10 at%的配比称取 C粉和 Si 粉，采用卧轴球磨混合 48 h，球磨比 5:1，获得粒度细小并混合

均匀的 C/Si粉体。

（2）C/Si粉体真空热处理

将球磨混合均匀的 C/Si粉体放在真空碳管炉中，抽真空 30 Pa以下，通入高纯氩气到正压后再次抽真空至

30 Pa后继续充入高纯氩气，经过两次氩气洗炉后 4小时升温至 1900℃并保温 5 h，在高温热处理过程中真空

度因蒸发凝聚现象略有降低并维持在 70 Pa下，降温时充入氩气，在惰性气氛保护下降温。

（3）不同粒度β-SiC粉体真空热处理

将纳米级β-SiC和微米级β-SiC粉体放置在真空碳管炉中，在上述相同的工艺条件下，1900℃保温 5h。

1.2 复合粉体制备

将 C/Si球磨粉体和纳米级β-SiC粉体混合均匀放在真空碳管炉中，按照上述工艺条件，1900℃保温 5h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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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复合粉体。

上述热处理过程所用设备为 SL63-7B型真空碳管炉。

1.3 热压烧结制备靶材

分别采用不同的配比体系热压制备 C/Si 80/20 at%靶材。

（1）三元组分体系靶材制备

选择 C/SiC/Si=70/10/10 at%配比体系，以硅粉、碳粉、β-碳化硅粉体为原料，采用球磨整形和真空热处理

工艺获得复合粉体并热压烧结制备 C/Si 80/20 at%靶材。

（2）二元组分体系靶材制备

选择 C/SiC 60/20 at%配比体系，以碳粉、β-碳化硅粉体为原料，混合均匀后热压烧结制备 C/Si 80/20 at%

靶材，对比靶材的均匀性。

热压工艺参数为：在 1380 ℃-1450 ℃保温时间 1 h15 min，促进未发生化合反应的 Si 元素均匀扩散，

1700℃~1750℃保温 1h，1980℃-2000℃度保温 1 h30 min，压力 70 MPa。

1.3 磁控溅射制备 DLC薄膜

薄膜的制备过程：采用MSP5100C型射频磁控溅射仪，分别选取光学玻璃片、硅片、陶瓷片为衬底，本底

真空度 10-4Pa，工作气压 0.4 Pa，溅射气体为 99.99%的 Ar气，靶基距 80 mm，基片无加热，预溅射时间 10 min，

溅射功率和时间为 1000 W-1 h，2000 W-1 h。

1.4 分析测试方法

采用阿基米德法测试靶材密度；采用型号为Micromeritics Autopore IV压汞测试仪测量靶材的孔径分布；

采用日本电子生产的型号为 JSM-6510扫描电镜观察粉体和靶材形貌；采用日本电子的 D/max 2500 X-射线衍射

仪进行物相 XRD分析；采用 HPS2662四探针电阻率测试仪测试靶材电阻率；采用 Horiba HR Evolution型号拉

曼光谱分析仪分析晶体结构转变和石墨化度；采用 Bettersize2000 激光粒度分布仪分析粉体的粒度分布。

2 原料预处理实验分析

2.1 C/Si体系粉体球磨整形

粉体的球磨整形和预处理技术对烧结致密化有重要影响。在磨球冲击力和摩擦剪切力的作用下，粉体被粉

碎细化，比表面积增加，同时粉体的均匀性提高。采用激光粒度仪测试 Si粉原始粒径 D50=13.91 μm，C粉原

始粒径 D50=23 μm。球磨整形前后的形貌如图 1所示，单质硅和单质碳的颗粒松散分布，颗粒粗大，经过 48 h

整形预处理，单质碳和单质硅颗粒相互包覆，D50降低为 11.39 μm。

a b

100μm 100μm

图 1 C/Si 70/10 at%粉体球磨前后 SEM形貌图

Fig.1 SEM morphology of C / Si 70/10 at% mixed powder: (a) before ball milling, (b) after ball milling

球磨后任意位置取样测试 XRD 并采用 K 值法计算硅含量结果如表 1 所示[11]，RIR 值是参比强度，2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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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结构的 RIR值 7.78，Si晶体结构的 RIR值 4.7。经过计算，球磨后随机位置取样计算 Si含量为 25.9 wt%，

与理论含量偏差小于 1wt%，说明该球磨工艺下 Si元素已充分混合均匀。

表 1 球磨后 Si含量分析计算

Table 1 Calculation of Si content after ball milling

IC-2H(002) Isi-(111) Si-wt%
Theoretical
(wt%)

After ball milling 6705 1418 25.9 25

2.2 C/Si70/10 at%体系真空热处理反应分析

为了研究 Si元素在液相烧结过程中的扩散机制和存在形式，将 C/Si70/10 at%混合均匀粉体在 1900℃下真

空热处理。图 2是 C/Si混合粉体热处理后的 XRD图，图 3是 C/Si体系二元相图。

图 2 C/Si混合粉体真空热处理后的 XRD分析图

Fig.2 XRD analysis of C / Si mixed powder after vacuum heat treatment

图 3 C/Si体系二元相图

Fig.3 Binary phase diagram of C / Si system

根据 C/Si二元相图可知，C/Si 70/10 at%体系理论上全部以 SiC和石墨相组成。从 C/Si热处理前后的 XRD

晶体结构分析图可见，Si的特征峰形消失，出现β-SiC的特征峰，K值法计算 SiC含量为 28 wt%，理论反应值

是 35 wt%。图 4是 C/Si70/10 at%粉体热处理之后的组织形貌图，不同区域 EDS 成分分析如表 2所示，选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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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圈内所示区域。

点 2

点 1

选区 1

点 4

点 3
10μm

图 4 C/Si混合粉体真空热处理后的组织形貌

Fig.4 Microstructure of C / Si mixed powder after vacuum heat treatment

表 2 C/Si热处理粉体 EDS分析结果

Table 2 EDS analysis of C / Si heat-treated powder in different regions
C at% Si at%

Region 1 97.36 2.64
Point 1 77.53 22.47
Point 2 89.01 10.99
Point 3 73.39 26.61
Point 4 99.73 0.27

由此可知，C/Si体系在热处理时通过扩散反应合成了 SiC，其机理为固态碳溶解在液态硅中直接在碳硅界

面处生成 3C-SiC，碳和硅通过β-SiC相互扩散[12]。因此，不同点成分分析显示，在互扩散过程中，少量 Si未完

全发生化合反应并扩散进入了石墨中。

2.3 β-SiC 粉体真空热处理再结晶行为分析

SiC是 C和 Si元素的唯一稳定化合物。其具有多型体现象，已经发现 SiC 具有 50多种多形体。SiC 是由

C和 Si以共价键为主结合而成的化合物。其基本单元为 Si-C 四面体，硅原子位于中心，周围为碳原子。所有

结构的 SiC 均为 Si-C 四面体堆积而成。所不同的只是平行堆积或者反平行堆积，如图 5所示。常见的 3C-SiC

的堆积方式为 ABC，4H-SiC的堆积方式为 ABCB，6H-SiC的堆积方式为 ABCACB。

a b

图 5 SiC四面体不同的堆积模型

Fig.5 Different stacking models of SiC tetrahedra: (a) parallel;(b) antiparallel

SiC是强共价键结合的化合物，烧结时的扩散速率相当低。在 2100℃的高温下，C和 Si 的扩散系数仅为

1.5×10-10 cm2/s和 2.5×10-13 cm2/s[13]。且其晶界能和粉末表面能之比很高，烧结驱动力很小，不易获得足够的能

量形成晶界，因此很难获得烧结致密化[14-16]。

热处理等整形处理可以将不规则形状 SiC颗粒有效整形并增加缺陷。Si空位是 SiC中最常见的缺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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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 Si 原子极易逸出, 缺陷的增加和优化的形貌可以提高粉体的烧结性能。图 6 分别是纳米β-SiC 和微米

β-SiC热处理前后形貌图。纳米级β-SiC粒径细小，因比表面能较大发生团聚；微米级β-SiC形状不规整，具有

突出的棱角。在 1900℃温度下，SiC 会发生复杂的分解升华反应，形成气相 Si(g)、Si2C(g)和 SiC2(g)。在热处

理过程中，蒸汽压大的小颗粒会通过气相传递到大颗粒的颈部，因此高温热处理下颗粒的球化是一种蒸发-凝

聚再结晶过程[17]。从图 6可以看出，纳米级碳化硅比表面积更大，较易形成蒸汽相，颗粒颈长增长速率较快从

而形成类球形，粒度增长到微米级。微米级β-SiC颈长增长速率较慢，由此说明原始颗粒粒径越小，其再结晶

速率越快。

10μm 10μm

10μm 10μm

a b

c d

图 6 不同粒径 SiC粉体热处理前后形貌图

Fig. 6 Morphology of SiC powder with different size before and after heat treatment：(a) nano-β-SiC before heat treatment, (b) nano-β-SiC

after heat treatment, (c) micron β-SiC before heat treatment, (d) micron β-SiC after heat treatment

不同粒径的 SiC 粉体热处理前后 XRD晶体结构分析如图 7和图 8 所示。纳米级的 SiC 原料粉体中含有微

量的 6H-SiC，其半高宽较宽，晶粒细小，在蒸发凝聚过程中优先蒸发并沉积在 3C-SiC晶粒表面，因此热处理

之后，微量的 6H-SiC全部转变为 3C相，形貌呈现均匀的等轴颗粒形貌。

不同的是，微米级 SiC原料粉体也含有微量 6H-SiC，相同的温度和保温时间下，微米级的 SiC蒸发-凝聚

再结晶的速率较慢。6H-SiC子晶在界面能驱动下, 通过基面以层状形式不断聚合长大，最终完全“吞食”所包裹

的 3C-SiC来完成相转变[18-19]，因此微米 SiC 热处理后同时包含蒸发-凝聚结晶所形成的等轴 3C-SiC颗粒形貌，

还包含界面能驱动下的层状聚合长大的 6H-SiC，如图 6(d)所示。

图 7纳米碳化硅热处理前后的 XRD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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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XRD analysis of nano silicon carbide before and after heat treatment

图 8微米碳化硅热处理前后的 XRD分析图

Fig.8 XRD analysis of micron silicon carbide before and after heat treatment

相关文献表明，3C-SiC的拉曼频谱峰值为 796 cm-1、972 cm-1，6H-SiC的拉曼频谱峰值为 796 cm-1、964 cm-1

等。3C-SiC在 972 cm-1处的拉曼光谱强度较 796 cm-1处很低；而 6H-SiC在 964 cm-1处的峰比较明显[20]。不同

粒径的 SiC粉体热处理前后的拉曼分析对比如图 9所示。

图 9不同粒径碳化硅粉体热处理前后的拉曼光谱

Fig.9 Raman spectra of silicon carbide powder with different sizes before and after heat treatment

从图 9中可以看出，纳米碳化硅（数据 D）在经过热处理之后，全部为 3C相（数据 B）；微米碳化硅（数

据 C）经过热处理之后 6H-SiC相增多（数据 A），这与 XRD图谱是相吻合的。综上所述，纳米β-SiC通过蒸发

-凝聚再结晶后可获得球形度较高的纯立方相微米颗粒，因此 C/Si/SiC 体系选择纳米β-SiC作为体系掺杂物相。

3 硅掺杂碳靶材热压致密化

C的熔点为 3652℃，Si 的熔点 1410℃，因二者差异较大，直接采用 C粉和 Si 粉进行热压烧结，在温度

高于 1410℃时 Si元素会熔化并产生大量的液相，造成原料粉体逸出，成分稳定性不可控。

根据 C/Si 粉体热处理分析结果可知，β-SiC是 C/Si化合反应的产物，添加部分β-SiC粉体为掺杂物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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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体系的液相含量，促进靶材的烧结致密化。

根据不同粒径的β-SiC粉体的真空热处理试验结果可知，纳米β-SiC在真空热处理后可以获得球形度较高的

纯立方型 SiC，因此热压烧结致密化选择纳米β-SiC为体系掺杂物相。

石墨相的导电性较好，SiC 相导电性较差，因此组织的均匀性对靶材的不同区域导电性影响较大，而良好

的导电性是直流磁控溅射的重要考核指标。为了对比不同工艺制备靶材的均匀性，分别采用不同的配比体系热

压制备 C/Si 80/20 at%靶材。

由图 10可以看出，C/Si/SiC 70/10/10at%复合粉体由于 Si元素的扩散和合成反应，靶材组织中 SiC颗粒细

小并且分布均匀，通过不同点的电阻率值差异可以反映靶材的均匀性。不同配比体系 C/Si 80/20 at%靶材的 8点

电阻率测试结果如表 3所示，C/Si/SiC 70/10/10at%三元复合粉体制备靶材平均电阻率 3.9 mΩ·cm，极差为 0.59，

靶材组织结构较均匀；C/SiC 60/20at%靶材平均电阻率 3.97 mΩ·cm ，极差达到 2.01，均匀性相对较差。

图 10两种不同工艺热压靶材背散射成像图

Fig.10 Backscattering electron images of two different hot-pressing target：(a) C/SiC 60/20at%, (b) C/Si/SiC 70/10/10at%

表 3 C/Si 80/20at%靶材 8点电阻率测试结果

Table 3 8-point resistivity test result of silicon-doped carbon target

No. C/Si/SiC 70/10/10at%
(mΩ·cm)

C/SiC 60/20at%
(mΩ·cm)

1 4.25 3.28
2 4.24 2.75
3 4.03 4.76
4 3.8 3.69
5 4.02 4.62
6 3.94 3.84
7 3.77 4.36
8 3.66 4.48

热压烧结由于外加压力的存在，扩散蠕变在整个烧结过程中持续进行。加压烧结可以分成两大阶段，分别

为孔隙连通阶段和相孤立孔洞阶段[21]。选择均匀性较好的 C/Si/SiC 70/10/10at%三元复合粉体制备靶材进行压汞

分析和拉曼分析，观察靶材的孔径分布、闭合气孔率、表征石墨晶体结构完整性。

经过压汞分析，靶材体积密度为 2.35 g/cm3，按照 C/Si 全部生成 SiC 来计算，理论密度为 2.66 g/cm3,靶材

相对密度为 88.34 %。结合孔径分布结果可知，孔洞发生了合并、生长与收缩，逐渐集中化分布，连通孔径尺寸

缩小至 1~100 nm，孔径尺寸分布如图 11所示，计算结果显示闭合气孔率为 0%，有效降低靶材使用过程中的喷

溅行为。

碳材料的激光拉曼光谱图谱中，除 1580 cm-1的谱峰（称作 G峰）外，另一峰大约在 1360 cm-1处（称作 D

峰）。D峰常可在经过石墨化的炭或经磨碎后引入了缺陷的不完整晶体中看到，所以一般认为它是晶体的局部

结构，由六方对称性向更低的对称性转变或失去对称性而产生的。因此 1360 cm-1处的拉曼光谱峰的相对强度，

反映了上述晶体结构的变化，它与石墨化度是相对应。通常，G峰被认为是对应石墨结构的峰，D峰被认为是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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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缺陷的峰，定义两峰的积分强度比率为 R：
R=ID/IG

式中 ID为 D峰的积分强度；IG为 G峰的积分强度。

R值与平面上微晶的平均尺寸或无缺陷区域成反比关系，即 R值越低，越接近石墨结构，石墨化程度越高；R

值越高，石墨化程度越低。该比值被认为是评价石墨化程度的较好参数[7,22~24]。

三元组分预处理粉体制备靶材的拉曼分析数据 D峰和 G峰峰形拟合如图 12所示。拟合获得积分强度后计

算该靶材的石墨化度 R值为 0.17，石墨化程度较高，表明石墨晶体结构较完整。

图 11 硅掺杂碳靶材孔径分布图

Fig. 11 Pore size distribution of silicon-doped carbon target

图 12 C/Si靶材拉曼光谱 D峰和 G峰峰形拟合

Fig. 12 Peak shape fitting of D peak and G peak of C / Si target Raman spectrum

4 薄膜的生长行为分析

类金刚石薄膜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并与硅、锗、石英等材料的附着性很好，将碳硅靶材

分别在载玻片、硅片、陶瓷基片上进行镀膜测试，分析不同基片材质对薄膜生长形式的影响。由图 13可见，

类金刚石薄膜在玻璃基片上呈现片状生长，膜层与基体结合紧密。类金刚石薄膜在硅片上呈现纵向生长，图 14

（a）显示微粒大小 8~12 nm左右，而薄膜在陶瓷基体上生长形式特殊，呈现颗粒状结合模式，形貌与陶瓷基

体及其类似，薄膜颗粒尺寸增大至微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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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不同材质基片膜层断面微观形貌

Fig.13 Micromorphology of the film cross-section on different material substrate: (a) glass substrate, (b) Si substrate, (c) ceramic substrate

5μm100nm

a b

图 14 硅基片与陶瓷基片膜层表面微观形貌图

Fig.14 Surface micromorphology of the film on silicon and ceramic substrate: (a) silicon substrate, (b) ceramic substrate

综上所述，不同的基体上膜层的生长形式有较大区别，不同的生长形式与基体的粗糙度和材质密切相关。

用于半导体行业的 PVD类金刚石薄膜的沉积基片通常是陶瓷，可以看出薄膜与基体的组织结构相似度较高。

5 结论

(1) 单质碳和单质硅（C/Si 70/10 at%）球磨 48 h可获得 C/Si颗粒相互包覆的均匀粉体；1900℃下真空热

处理时，液态硅与固态碳通过互扩散生成等轴晶型β-SiC，少部分 Si元素扩散进入 C的晶格形成固溶体；

(2) 纳米级碳化硅比表面积较大，较易形成蒸汽相传递到大颗粒的颈部，颗粒颈长增长速率较快从而形成

类球形，粒度达到微米级，因此高温热处理下颗粒的球化是一种蒸发-凝聚和再结晶过程。

(3) 采用 C/Si/SiC 70/10/10 at%预处理复合粉体热压制备靶材的密度为 2.34 g/cm3，电阻率极差为 0.59×10-3，

石墨化度为 0.17， 靶材组织结构较均匀。

(4) 薄膜不同的生长形式与基体的粗糙度和材质密切相关，PVD类金刚石薄膜与陶瓷基体的组织结构相似

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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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熄焦锅炉炉管失效机理分析

徐荣广 李东涛 刘 洋 马 超 晁 伟 张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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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钢铁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43）

摘 要：通过对干熄焦锅炉炉管及腐蚀产物开展系统研究，提出炉管失效原因为氧化/硫腐蚀＋高温粉尘冲刷。长寿命炉管仅

耐磨层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氧化及硫腐蚀，而近基体层发生了轻微氧化及硫腐蚀，基体只发生了轻微氧化；短寿命炉管耐磨层、

近基体层以及基体裂纹内均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氧化及硫腐蚀，且存在珠光体球化、内表面产生全脱碳层等缺陷。推测短寿命

炉管存在超温现象，而超温可加剧氧化及硫腐蚀反应。此外，短寿命炉管遭受了较为严重的高温粉尘冲刷，不仅可造成炉管

减薄，还会导致炉管表面温度升高。因此，减少循环气体中粉尘量尤其是大颗粒，可有效减弱冲刷以及控制炉管表面温度，

是提高炉管使用寿命的关键。

关键词：干熄焦锅炉；炉管失效；爆管；氧化；硫腐蚀；粉尘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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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mechanism of coke dry quenching boiler tube
XU Rong-guang LI Dong-tao LIU Yang MA Chao CHAO Wei ZHANG Xiao-peng

（1. Laboratory of Green Recyclable Process for Iron and Steel Product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China; 2.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China）

Abstract: Coke dry quenching boiler tube and corrosion products we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and failure of boiler tube was proposed

that oxygen/sulphur corrosion+scour by high temperature powder dust.Oxygen and sulphur corrosion severely occured in wear

resistant layer and slightly occurred in interface layer, while only oxygen corrosion occurred slightly in metal base of tube with long

service time. However, oxygen and sulphur corrosion severely occurred in wear resistant layer and interface layer and the crack in tube

with short service time. Besides, pearlite spheroidization and full decarburization layer in internal surface occurred in tube with short

service time. It was inferred that boiler tube was overheated, which would aggravate corrosion of oxygen and sulphur. Futhermore,

boiler tube suffered scour by high temperature powder dust, which coule make the tube thinner and cause temperature of the tube

surface rising. Therefore, reducing dust especially coarse particles carried by circulating gas, which would weaken scour by dust and

to control temperature of tube surface effectively, is the key to increasing service life of tube.

Key word: coke dry quenching boiler; tube failure; tube burst; oxygen corrosion; sulphur corrosion; scour by dust

干熄焦炉和锅炉是组成干熄焦系统的两大核心装置。影响干熄焦炉内耐火材料使用寿命的主要因素有

热应力和热震等[1-2]，而炉管失效是影响锅炉寿命的常见故障，其一般发生在过热器（一般为两级）、蒸发

器、省煤器、水冷壁、吊顶管等处。锅炉爆管是一种严重的失效行为，且较为多发，据国产大型锅炉机组

非计划停运次数统计，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爆管造成的非计划停运次数占总非计划停运次数的 40%～

50%[3-4]。某干熄焦锅炉过热器频繁发生爆管，严重影响正常生产。

目前针对炉管失效问题已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5-7]，有在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也有在使用过程中造

成的，但大多只针对失效炉管进行剖析。此外，由于不同锅炉操作环境不同，导致炉管失效的原因也可能

不同。针对该干熄焦锅炉出现的问题，本文对失效炉管与正常使用炉管进行对比研究，深入剖析炉管失效

原因，以期找到解决该问题的途径，进而延长炉管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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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炉管失效现象

干熄焦锅炉过热器一般由两级过热器组成，下段的部件称为一次过热器，上段的部件称为二次过热器。

过热器炉管材质为 12Cr1MoV，其化学成分见表 1。为了增强炉管的高温耐磨强度，二次过热器上部 4排列

管表面喷涂了 Ni-Cr合金。

表 1 过热器管 12Cr1MoV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uperheater tube 12Cr1MoV

项目 C Si Mn Cr Mo V S P

国家标准要求 0.08～0.15 0.17～0.37 0.40～0.70 0.90～1.20 0.24～0.35 0.14～0.30 ≤0.010 ≤0.025

正常炉管 0.11 0.24 0.50 1.00 0.26 0.19 0.005 0.008
失效炉管 0.11 0.23 0.68 0.93 0.26 0.18 0.006 0.005

爆管大多发生在二次过热器顶层炉管的上表面，且离吊顶管较近，如图 1所示。找到爆管炉管后，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一般暂作掐管处理，待干熄焦年修时，爆管炉管已发生严重氧化，就近取炉管进

行分析。炉管表面粗糙不平，可见黑色或黄褐色的腐蚀层，局部发生脱落后呈现凹坑，炉管壁厚有明

显差别，背风侧厚度与原管接近，约为 4 mm，而迎风侧仅为 2 mm，如图 2所示。炉管表面腐蚀层与

金属基体的结合力较小，大多可用手剥落，腐蚀产物外表面呈红褐色，内部呈黑色，厚度为 1～5 mm

不等，较厚的腐蚀层侧面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分层现象，如图 3所示。

图 1 爆管炉管

Fig. 1 Burst tube

（a）外观； （b）截面图。

图 2 失效炉管外观及截面图 图 3 管壁腐蚀产物

Fig. 2 Exterior and section of failure tube Fig. 3 Corrosion products at tube

2 微观分析

2.1 腐蚀产物

2.1.1 物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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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腐蚀产物碾成粉，开展 X射线衍射分析（XRD），检测结果如图 4所示。结果表明，一次过热器和

二次过热器的腐蚀产物主要为铁的氧化物和硫化物，其中铁的硫化物质量分数均在 10%以上（表 2），说明

过热器炉管存在硫腐蚀。

（a）一次过热器； （b）二次过热器。

图 4 管壁腐蚀产物的 XRD谱图
Fig. 4 XRD spectra of corrosion products at tube

表 2 由 XRD得到的腐蚀产物组成（质量分数）
Table 2 Composition of corrosion products by XRD %

样品 Fe3O4 Fe2O3 FeSx

一过管壁腐蚀产物 72.0 17.1 10.9

二过管壁腐蚀产物 60.2 25.5 14.3

2.1.2 化学成分

对腐蚀产物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检测结果见表 3。腐蚀产物主要成分是铁的氧化物，其次为硫，折合成

FeS质量分数在 20%左右，说明炉管腐蚀主要以氧化和硫腐蚀为主，这与 XRD的测试结果是一致的。

表 3 腐蚀产物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3 Composition of corrosion products %

样品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MnO K2O Na2O ZnO S

一次过热器腐蚀产物 1.36 0.95 65.60 0.58 0.085 0.23 0.086 0.002 0.99 7.29

二次过热器腐蚀产物 2.06 1.22 64.72 0.79 0.250 0.24 0.100 0.002 0.79 7.45

2.1.3 微观形貌

腐蚀产物在扫描电镜下的微观形貌如图 5所示。由该图可知，腐蚀产物剖面呈现明显的分层现象，由

内到外依次可大致分为 3层：（1）最内层 1颜色浅，比较致密；（2）中间层 2颜色较最内层 1更深一些，

但是结构比较疏松，内部孔隙较多；（3）最外层 3颜色最深，结构最为疏松。经能谱分析，最内层 1和中

间层 2元素组成类似，主要为铁、硫、氧等元素，而最外层 3除了这 3种元素外，还有少量钠、硅、钙、

钛、氯等元素，这与 XRD检测结果基本一致，推测其主要来自焦炭灰分。通过对管壁腐蚀产物开展物相、

化学成分、微观形貌等分析，可知炉管外侧发生了硫腐蚀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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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腐蚀产物的微观形貌

Fig. 5 Micrograph of corrosion product

2.2 炉管

为了找到炉管失效原因，取 3组过热器炉管进行对比分析：未使用的炉管；使用寿命较短，运行时间

约为 44个月的炉管；使用寿命较长，运行时间为 101个月的炉管。

2.2.1 金相分析

1）炉管基体金相组织。炉管基体组织如图 6所示。由图可知，长寿命炉管与未使用炉管基体组织接近，

即铁素体＋珠光体，而短寿命炉管中珠光体发生球化，呈现颗粒状、点状。产生该现象一般要达到 760 ℃

以上温度且保持一定时间，而 12Cr1MoV材质的炉管工作温度不超 580 ℃，因此，推测存在超温现象。

（a）未使用； （b）短寿命； （c）长寿命。

图 6 炉管基体金相组织
Fig. 6 Metallurgical structure of boiler tube

2）炉管内侧金相组织。炉管内侧金相组织如图 7所示。由图可知，未使用炉管内侧组织中未出现氧化

层或脱碳层；短寿命炉管存在约 100 μm的脱碳层；长寿命炉管存在约 30 μm的氧化层。

炉管内为高温、高压水蒸汽，而 H2O不仅可使钢的表面氧化，还能引起脱碳[8-9]。水蒸汽与高于 400 ℃

的铁接触时，将发生反应生成 Fe3O4，所形成的 Fe3O4氧化膜在一定程度上会阻止蒸汽腐蚀的继续发展；在

500 ℃以上时，这种氧化膜已基本上不能起保护作用，当温度达到 570 ℃以上时，反应生成物为 Fe2O3；在

较高温度下，Fe3O4也会转化为 Fe2O3[7]。Fe2O3与基体的结合性较差，容易被冲刷剥落。随着温度继续升高，

脱碳速度超过氧化速度，开始形成脱碳层。有研究表明，55SiCr弹簧钢在 650 ℃时就开始出现轻微铁素体

脱碳，随着温度升高，钢的全脱碳层深度逐渐增加，在 800～850 ℃时达到峰值，温度高于 950 ℃后，钢

的全脱碳层深度趋于稳定[9-10]。脱碳层达到样品总尺寸的 2%时，将严重影响弹簧钢的性能[11-13]。

短寿命炉管存在约 100 μm的脱碳层，这是用金相法测定的，而金相法测定的脱碳层深度偏低，为电子

探针法测定值的 75%左右[14]。加热温度对脱碳层深度的影响比保温时间的影响更加明显[10]，推测炉管内侧

温度曾达到过 650 ℃以上，超过了 12Cr1MoV的适用温度 580 ℃。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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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未使用； （b）短寿命； （c）长寿命。

图 7 炉管内侧金相组织：
Fig. 7 Metallurgical structure of inside of boiler tube

3）炉管外侧金相组织。炉管外侧金相组织如图 8所示。由该图可知，长寿命炉管和短寿命炉管的耐磨

层厚度均小于 300 μm，说明耐磨层被冲刷减薄；短寿命炉管的耐磨层最窄处厚度仅为 100 μm左右，而长寿

命炉管样的耐磨层厚度约为 200 μm，推测前者遭受的冲刷较严重。此外，长寿命炉管的基体边界线较接近

一直线，而短寿命炉管基体边界线曲折。

（a）未使用； （b）短寿命； （c）长寿命。

图 8 炉管外侧金相组织：

Fig. 8 Metallurgical structure of outside of boiler tube2.2.2 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

未使用炉管的微观形貌如图 9所示。由图可知，炉管耐磨层中存在尺寸不一的孔以及少量缝隙。由能

谱分析结果（表 4）可知，耐磨层主要成分为镍、铬、铁和少量硅等元素（谱图 1、3、4、5和 6）；此外，

涂层中还发现少量氧化物（谱图 2和 7）。

图 9 未使用的二过炉管的微观形貌

Fig. 9 Micrograph of boiler tube unused

表 4 图 9中各点 EDS结果（质量分数）
Table 4 EDS results at each point in Fig. 9 %

谱图 O Si Ca Cr Fe Ni

1 4.03 24.21 16.88 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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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08 0.99 21.64 5.20 41.09

3 6.42 21.06 12.99 59.53

4 3.34 17.78 28.45 50.43

5 4.64 22.44 4.73 68.19

6 3.47 18.55 27.23 50.75

7 44.86 1.07 1.99 52.08

8 1.52 98.48

9 0.77 99.23

短寿命炉管的微观形貌如图 10所示。由能谱分析结果（表 5）可知，耐磨层中氧元素含量增加而且发

现了硫元素（谱图 1、3、5和 6），表明涂层内发生了氧化和硫腐蚀。耐磨层与基体之间存在约 20 μm的腐

蚀层，经能谱分析可知，该腐蚀层存在大量氧元素和少量硫元素（谱图 7）。

为了确定炉管基体内裂纹的成分，着重对该区域进行能谱分析，结果如图 11所示。结果表明，裂纹区

域内主要成分是铁、氧以及少量硫元素，说明该区域也发生了氧化和硫腐蚀。

图 10 短寿命炉管耐磨层微观形貌
Fig. 10 Micrograph of boiler tube with short service time

表 5 图 10中各点 EDS结果（质量分数）
Table 5 EDS results at each point in Fig. 10 %

谱图 O Si S Cr Fe Ni Zn Sn

1 33.59 7.76 1.50 30.13 8.48 8.00 8.11 2.42

2 4.15 18.53 22.63 54.69

3 18.57 19.85 11.10 27.95 22.52

4 5.10 19.21 6.73 68.96

5 32.11 1.84 1.40 62.83 1.82

6 28.39 10.67 60.94

7 32.83 0.48 1.73 2.32 62.65

8 1.16 98.84

9 1.57 98.43

10 34.98 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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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短寿命炉管基体内裂纹
Fig. 11 Crack in boiler tube with short service time

表 6 图 11中各点 EDS结果（质量分数）
Table 6 EDS results at each point in Fig. 11 %

谱图 O Si P S V Cr Fe Ni Mo

1 32.63 4.37 63.00

2 32.50 2.13 1.03 64.34

3 24.49 1.29 0.55 1.61 1.19 5.35 65.53

4 34.41 0.96 2.62 1.10 5.32 53.50 2.10

5 1.24 98.76

6 1.34 98.66

7 34.16 0.58 1.26 62.58 1.43

8 4.80 19.27 6.64 69.29

长寿命炉管的微观形貌如图 12所示。由图可知，由外到内（从左至右）大致可分为 3层：颜色较深的

外层、较亮的中间层以及内层（基体）。将图 12中方框内区域（图 13）进行能谱分析。由能谱结果（表 7）

可知，外层含有大量氧、铁、铬、硅、硫、镍等元素，推测为原耐磨层，其中铁、铬、硅、镍等元素为炉

管组成元素，而氧、硫为外来元素；中间层含有少量氧、硫、镍元素，其他均为炉管原组成元素；内层发

现少量氧元素，其他均为炉管原组成元素。

图 12 长寿命炉管的微观形貌
Fig. 12 Micrograph of boiler tube with long servic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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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长寿命炉管各层的微观形貌
Fig. 13 Micrograph of layers of boiler tube with long service time

表 7 图 13中各点 EDS结果（质量分数）
Table 7 EDS results at each point in Fig. 13 %

谱图 O Al Si S Cr Fe Ni
1 37.18 0.01 12.00 7.68 16.71 21.56 4.86
2 32.26 1.08 3.00 3.75 7.19 51.46 1.28
3 0.62 0.03 0.44 0.12 1.15 97.02 0.62
4 0.90 0.13 0.28 0.28 1.13 96.87 0.40
5 0.44 0 0.16 0.13 1.17 98.10 0
6 0.52 0.11 0.44 0 1.41 97.29 0.23
7 0.98 0.06 0.54 0 1.09 97.33 0
8 0.55 0.15 0.28 0.10 1.07 97.78 0.06
9 1.18 0 0.59 0.22 1.20 96.81 0

由以上分析可知，长寿命炉管仅耐磨层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氧化和硫腐蚀，而近基体层发生了较轻的氧

化和硫腐蚀，基体只发生了较轻的氧化；短寿命炉管耐磨层、近基体层以及基体裂纹均发生了较为严重的

氧化和硫腐蚀，而且存在珠光体球化、内层脱碳等缺陷，推测短寿命炉管存在超温现象。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超温加剧炉管氧化和硫腐蚀

一方面，蒸汽与高于 400 ℃的铁接触时，将发生反应生成 Fe3O4，而在 700 ℃以下时 SO2与铁反应速

率较小[15]；另一方面，对风机后循环气体成分进行检测，O2和 SO2体积分数均在 0.1%左右，而 O2分子结

构尺寸为 0.346 nm，SO2为 0.41 nm，N2分子 0.36 nm，可见，O2分子较 SO2分子更容易进入晶界。因此，

在温度不太高（低于 500℃）时，炉管更容易被氧化，而非硫腐蚀。这就解释了长寿命炉管发生的现象，即

长寿命炉管耐磨层发生了氧化和硫腐蚀，而近基体层及基体内部仅发生了轻微氧化。

随着温度升高，SO2与铁反应速率逐渐变大，700 ℃以上时开始明显加快，在 700～1 000 ℃范围内该

反应遵循抛物线规律，反应机理[15]为

3Fe＋SO2＝FeS＋2FeO （1）

5/2Fe＋SO2＝FeS＋1/2Fe3O4 （2）

由于短寿命炉管存在超温现象，且温度越高，硫腐蚀反应越剧烈。这也解释了短寿命炉管发生的现象，

即短寿命炉管耐磨层、近基体层以及基体内裂纹均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硫腐蚀和氧化。

3.2 超温产生原因分析

影响炉管表面温度的因素有锅炉入口循环气体温度、炉管内过热蒸汽温度、炉管表面积灰厚度以及高

温循环气体中粉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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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情况下，锅炉各项工艺指标严格按照规定控制，由锅炉入口循环气体温度和炉管内蒸汽温度控

制不当而引起超温的可能性较小。

2）炉管表面积灰。随着炉管表面积灰增厚，锅炉内辐射系数和对流传热系数均降低[16]，故总传热系数

将降低。炉管表面积灰厚度增大时，积灰表层温度增大，而炉管基体表面温度却降低。

3）高温粉尘冲刷。干熄焦循环气体中含有大量粉尘，质量浓度约为 12～14 g/m3，其温度与循环气体温

度（850～960 ℃）大体一致。若重力除尘效果较差，将会导致大量粉尘尤其是相当数量的大颗粒随循环气

体一起冲刷炉管，不仅可造成炉管减薄，还会导致炉管表面温度升高。高翔等[17]对锅炉内含尘气流冲刷管

束换热器的流动和传热特性进行了研究，随着粉尘质量浓度和粒度增大，颗粒与管束的碰撞频率提高，同

时传热效率也得到提高。

3.3 失效机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短寿命炉管失效原因为硫腐蚀/氧化＋高温粉尘冲刷，失效过程：（1）循环气体

中 O2和 SO2首先进入耐磨层进行氧化和硫腐蚀。（2）当除尘效果变差时，大量高温粉尘冲刷炉管，不仅

导致耐磨层减薄，还导致炉管表面局部温度升高，进一步导致炉管内、外侧的氧化保护膜遭到破坏。一方

面加剧了炉管外侧的腐蚀，另一方面导致炉管内侧产生脱碳现象，致使炉管性能下降。（3）炉管外侧保护

膜被破坏后，循环气体中 O2和 SO2穿过耐磨层，继续腐蚀近基体层。（4）随着炉管性能下降，大量高温

粉尘尤其是大颗粒继续冲刷炉管，导致其内部产生裂纹，一部分 O2和 SO2穿过耐磨层和近基体层，进入裂

纹内腐蚀。（5）长时间的高温粉尘冲刷导致炉管严重减薄，当炉管某处遭受冲刷及腐蚀较剧烈时，耐磨层

和腐蚀产物层均被冲刷掉，暴露出基体金属，O2和 SO2可轻易地腐蚀炉管基体。由于腐蚀产物质地疏松，

在烟尘冲刷等外力作用下极易脱落，并暴露出金属，重复发生以上过程，最终导致爆管。

4 结论

1）短寿命炉管失效原因为硫腐蚀/氧化＋高温粉尘冲刷。

2）控制炉管表面温度，可控制硫腐蚀和氧化，提高炉管使用寿命。

3）减少循环气体中粉尘量尤其是大颗粒，可有效减弱高温粉尘冲刷以及控制炉管表面温度，是提高炉

管使用寿命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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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智慧焦化系统的研究实现

刘富春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首迁运行事业部，迁安 064400）

摘 要：物联云是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利用物联技术和云计算相结合产生的一种专门服务于制造业的新型 IT 服务生态链

系统。物联云的应用和发展将大大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工业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加速整个产业

的升级转型发展。焦化公司物联云平台[1]的设计旨在全面提升企业的生产管控水平，安全环境管理水平及设备管理水平，提

高行业竞争能力。

关键词：物联网；大数据；生产监控；智能制造；趋势分析

中图分类号：TP277，TP315，TH215

文献标志码：[J]

1 引言

在物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各行各业都变的智能化，随着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开

拓了更多的应用领域。传统的工厂也渐渐转型，智能化的工厂成为各个传统工厂所要达到的目标。本文基

于焦化企业物联网、智能化的需求为典型案例，主要涵盖以下几点智慧焦化应用[2]。

生产工艺智能：实现对化工、炼焦、干熄焦、备煤产线的工艺参数、状态的实时监测、智能报警和数

据可视化分析。

安环监管智能：实现对现场有毒有害气体二氧化碳、颗粒物、氨氧化物、消防报警器的监测和环评实

时监测、数据收集，并通过趋势预警和智能分析，进行及时有效的关注和问题处理，做好污染源的预防管

控。

产销分析智能：实现对煤气、粗笨、焦油、硫酸铵等产品数据统计分析和对煤、硫酸、强碱、一级焦、

二级焦、焦丁、焦末等原料当前价格、市场走势通过列表和图形化的方式进行对比和行情智能分析。

设备管理智能：实现对重要设备参数运行状态实时监测、智能报警、历史分析；与点检、检修、备件

管理进行数据打通、协调配合，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精准管理。

2 系统设计

2.1 工业物联[3]

自主设计的高速数据采集软件实现各系统间高速互联，支持 MODBUS、串口、TCP/IP、智能仪表等标准

网络通讯协议，支持主流 DCS、PLC、SCADA、网络高清摄像头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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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移动办公

打通“下至现场数据，上到移动终端”的信息链路，用户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随时监控生产工艺数据，

设备运行状态，安全环保信息，产品产量，市场行情分析等，让您和您的工厂随时随地连在一起。

2.3 智能分析

提供设备诊断分析，安全环境智能判断，生产工艺智能预警，使设备管理，安全管控，生产调整简单

轻松。

2.4 兼容互通

二维码和 GPS 完美兼容目前的设备管理系统，设备检修工单与手机 APP 的互融互通，大幅度提升检修

管理效率。

3 系统功能

3.1 工业数据采集

3.1.1 生产工艺监控

生产工艺数据监控对生产相关工艺参数，风水电气能源消耗，进出厂物质等重要生产数据进行监控。

数据采集采用专用高速的通讯方式采集现场 PLC 控制系统数据，通过有效的物理隔离方式将数据上传到云

平台服务器，相关数据通过 WEB 端和手机 APP 端就实时查看，同时以趋势方式将数据进行简明分析，企业

管理者可以实时了解生产情况，能耗情况。

主要功能包括：炼焦/备煤/化工/干熄四大主流工序工艺生产数据监控、生产工艺数据曲线查询与报警

提示、工艺流程图展示。

3.1.2 安环数据监控

系统围绕设备为基准，各区域用量直观反应，建立流量数据管理强化对能源运行的有效管理。方便安

全管理人员实时了解现场的安全状态，对报警区域及时的进行管控。环境监测数据包括各焦炉烟囱环评数

据，外排水环评数据等，通过报警及时提醒环保管理人员对相关污染源进行管控，在当前环保形势异常严

峻的情况下，这项功能尤为重要。

主要功能包括：可燃气及有毒气体检测、消防系统报警集中监控、环评数据集中监控、实时显示和历

史数据查询、报警提示和国标地标比对、PC 端日报表月报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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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能分析[4]

3.2.1 设备故障诊断

设备状态监控可以对煤气鼓风机，发电机，除尘风机等重点设备的运行数据和各项参数进行全面的监

控和准确的数据支撑。利用数据模型增加部分故障诊断功能辅助专业技术人员及时锁定设备故障，指导故

障处理。利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可对设备历史技术状态数据依一定的曲线进行拟合，监测相应的变化曲

线，监测运行状态；实现设备的状态检修。

主要功能包括：重点设备运行状态监控、数据曲线及报警记录、轴振动波动检测和温度跳变、故障诊

断数据分析。

3.2.2 危险区域人员动态分析

利用数字图像识别技术，对网络高清摄像头采集的现场视频画面进行处理，人员动态判断获得危险区

域内是否有人员进入及人员动态情况。安全管理人员通过 PC 端监控或手机端报警及时了解危险区域的人员

动态，同时危险区域会发出声光报警，提醒相关人员撤离。

主要功能包括：高清摄录现场人员动态情况、手机端及 PC 端预警、控制现场声光报警。

3.2.3 市场行情动态分析

行情分析模块主要包括原料和产品煤、硫酸、强碱、焦炭、焦丁、焦末等的最新价格列表和走势图。

通过曲线方式可查询制定时间段、制定原料的价格走势曲线，从而可进行直观的曲线分析查看。

主要功能包括：通过滑动刷新列表的方式实现原料价格的数据快速更新和查看，行情分析走势图是经

过特定的外网行情数据采集并进行技术同步的，保证行情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3.3 完美兼容

3.3.1 智能辅助点检[5]

设备二维码标识：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在 APP 端显示当前设备的基本信息及运行状态要求，提醒点

检人员按要求进行点检，同时二维码扫描信息会上传到服务器，对点检人员的进行信息记录

GPS 定位功能：智能手机端周期性通过 GPS 获取当前位置，手机端对数据进行分析后上传当前位置的经

纬度信息到服务器。点检结束后会自动生产点检路线图，实现设备点检工作的移动化办公，提高工作效率，

大大减轻点检人员操作难度。

主要功能包括：二维码设备管控、点检人员 GPS 定位、设备外围状况高清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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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移动检修工单

完美对接设备管理系统，实现设备检修工单的移动化办公，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简约人性化的工

单录入功能和工单验收功能，减轻点检人员，维护人员及生产岗位的操作难度。

主要功能包括：工单建立录入、工单删除修改、工单验收、月工单工时统计。

3.3.3 产品产量自动核算

兼容对接生产系统，实现人工录入和工业采集的生产数据自动核算，核算主要产品日产量，月产量，

年产量生成报表。同时利用串口总线技术，对一部分未进入到环网中的仪表进行数据采集，降低专业人员

工作量。

主要功能包括：人工数据录入、自动核算相关生产数据、采集智能仪表数据、降低专业人员工作量减

少人员投入。

3.4 系统管理

3.4.1 权限管理

根据系统设置的安全规则或者安全策略可以有效的控制企业各项的信息走向，一方面可以防止关键生

产信息的泄露，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专业管理人员操作更加简单，功能只面向自己专业管理范畴。从控制力

度分功能级权限管理和数据级权限管理，从控制方向分从系统获取数据和向系统提交数据。

3.4.2 服务器状态监控

通过手机 APP 可以监控服务器 CPU、内存、磁盘、网络流量、系统进程的多种性能指标。及时反映服务

器运行状态，一旦系统异常可以及时提醒维护人员进行处理。避免因服务器停运造车的重要数据丢失以及

其他业务处理中断。

主要功能包括：服务器运行状态监测、实时曲线显示、服务器异常报警、历史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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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架构

图 1 系統架构图（Fig. 1 SystemArchitecture Diagram）

5 软件平台

5.1 客户端

数据可视化：HTML5 的 canvas 标签集成 Echarts 库。集成 Echarts 图形库，其具有百万数据秒级加载

能力，进而可以快速、高效地展示高炉工长曲线。通过数据驱动开发模式动态加载 Json 数据,前端展示通

过数据动态加载，快速、高效，将丰富的工业曲线、数据推送、生产过程监控和移动 APP 开发完美结合。

5.2 服务器端

采用 SpringMVC 架构，Java 语言开发，通过 Quartz 作业调度器实现定时任务和精准定时；通过表值函

数和数据字典实现标签库、系统结构、图形化的动态配置；通过 Websocket 消息推送实现数据自动推送；

通过 Hibernate 持久化、Ehcache 二级缓存、数据自动映射，优化数据传输速率，提供稳定、高效的工业数

据处理和分析，更能适应复杂的现场系统环境。

5.3 数据中心

KEPServerEX V6 的核心技术-OPC UA 功能，能够满足用户的性能和可扩展性需求，并可以无缝接入工

业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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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ongoDB 跨平台，面向文档的非结构化大数据技术，实现稳定、高性能、高并发、高可用性和可

扩展性的数据处理和内存缓存，从而平衡服务器负荷、优化数据传输速率，满足大量数据的快速处理和回

溯的要求。

图 2 软件架构图（Fig. 2 Software architecture diagram）

6 应用展示

图 3 智慧焦化-智能分析（Fig. 3 Intelligent Coking-Intellig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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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智慧焦化-工业监控（Fig. 4 Intelligent Coking-Industri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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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智慧焦化-移动端（Fig. 5 Smart Coking-Mobile APP）

7 结束语

以焦化物联网平台为基础，以生产工艺数据、安环数据、产销数据、设备数据为根本，绘制数字化工

厂，借助数据可视化手段对生产控制、设备运转、能源使用、产销分析等环节进行数字化展示，实现对生

产过程的模拟、仿真，监控、分析、为生产过程优化提供支持。

物联网数字化工厂[6]、智能驾驶舱企业看板，企业战略管理模型的优秀载体，提供“一站式” 决策支

持的管理信息；多维度指标监测、数字化会议、智能分析、报警提醒、大数据可视化图形展示，详尽的指

标体系实时反映企业的运行状态，及时、准确地把握和调整企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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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首钢京唐 1580 卷取钢卷尾部定尾异常现象研究

邱艳红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卷取机是热连轧生产线上最为重要的设备之一，稳定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先进的控制理念是

卷取机高效工作的前提。本次我们主要介绍的是首钢京唐热轧 1580 产线，卷取区域定尾控制时序的优

化。此次优化的具体目标是，避免因尾部定位不准，导致钢卷和芯轴外支撑发生机械干涉损坏设备的现象，

缩短卸卷时序运行时间，提升生产节奏。

关键词：卷取；定尾；TMEIC；

Study on the abnormal phenomenon of fixed tail of coiling coil in

jingtang 1580 of shougang

Qiu Yanhong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Jingtang operation business unit, tangshan 063200)

Abstract: Coil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quipment in hot continuous rolling line.The premise

of coiler working efficiently.This time we mainly introduce the production line of jingtang hot rolling 1580 of

shougang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ail-setting control

time sequence of winding area.The specific goal of this optimization is to avoid mechanical

interference damage to the equipment caused by the incorrect positioning of the tail, shorten the running

time of unwinding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rhythm.
Key words: Winding; The tail; ODG.

0 前言

首钢京唐 1580 热轧产线安装 3 台地下卷取机再生产过程中可选择三台卷取机同时生产依次使用，也可

以选择单台卷取机进行卷取作业。卷取机主要由侧导板、夹送辊、斜导板、活门板、助卷辊、芯轴、芯轴

外支撑、卸卷车等机械结构组成。为了满足高效快速的生产节奏，首钢京唐 1580 卷取在各个环节力争精益

求精，提高生产效率。本次我们主要介绍的是首钢京唐热轧首钢京唐 1580 产线，卷取区域定尾控制时序的

优化。此次优化的具体目的是，保证避免因为尾部定位不准，导致钢卷和芯轴外支撑发生机械干涉损坏设

备的同时，缩短卸卷时序运行时间，减少卸卷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故障及故障处理方法。

首钢京唐热轧首钢京唐 1580 卷取机定尾分为一次定尾和二次定尾，一次定尾是通过带钢跟踪系统，判

断带钢尾部到达开始定尾位置，触发下夹送辊编码器开始计算带钢长度时序，并根据芯轴编码器转动码值

计算出带钢尾部在钢卷外径的位置，将带钢尾部停留在钢卷外径 9 点钟方向。一次定尾完成以后开始进行

二次定尾，二次定尾要配合卸卷车托辊共同进行，根据钢卷直径和芯轴编码器码值变化量计算出带钢尾部

在钢卷外径的位置。一次定位设定位置为 9 点钟方向固定不可调整，二次定尾目标位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操作工进行调整。一次定尾的正确完成，是二次定尾准确的前提，影响一次定尾的准确性因素主要是，

带钢跟踪系统稳定运行，夹送辊编码器计数准确稳。二次定位不准，会直接导致钢卷外径尾部和芯轴支撑

发生机械碰撞，损坏设备的同时，也可能发生钢卷倾斜掉落事故。此次我们主要介绍二次定尾的相关故障

和处理方法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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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卷取钢卷尾部定尾异常分析

1.1 异常现象描述
3#卷取机二次定尾（ATC2）完成以后，由于操作人员不能通过视频监控判断，实际带钢尾部停留的位

置，为防止发生钢卷外径尾部和芯轴外支撑发生机械碰撞损坏设备。操作人员通过控制安装在操作台面上

的按钮，控制芯轴正向转动，达到调整钢卷尾部位置的目的（操作台面上设置芯轴点动按钮，操作人员一

旦发现定尾不准，便可以通过操作芯轴点动按钮，控制芯轴旋转到达尾部预定位置，具体芯轴点动速度是

以 0.5m/min 的速度进行正方向转动）。此时通过视频监控发现芯轴转动方向正常，但是操作人员根据经验

判断，芯轴转动速度大于 0.5m/min

1.2 异常现象分析

根据操作人员提供的故障时间，调取 3#卷取机手动定尾时的录像，发现芯轴实际转动速度，

确实存在与设定速度不一致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芯轴转动速度和给定速度不一致？接

下来我们通过查看 ODG曲线和程序设定来查找故障原因。 调取故障发生时 ODG 曲线与正

常时曲线进行对比发现以下故障点：

1．2.1 芯轴线速度给定 0.5m/min 正常，芯轴速度反馈正常,（如图一标记所示）但现场实际转动速度快?

（结合录像观察）

1.2.2 钢卷直径异常，钢卷直径正常为 1800mm，而此时钢卷直径为 762mm？（如图一标记所示）钢卷

直径异常是否为主要原因？

1.2.3 芯轴速度为什么偶尔异常？（如图一标记所示）

图一 芯轴速度异常时的 ODG曲线

1.3 异常现象故障点分析：

芯轴速度

芯轴速度

芯 轴

钢 卷 直 径 由 1800mm

芯轴正常 0.5m/min 对应角

芯轴异常 0.5m/min对应角

芯轴二次涨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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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芯轴线速度给定 0.5m/min 正常，芯轴速度反馈正常，但是现场实际速度比设定速度快?

由于速度给定和反馈在 ODG曲线中均没有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将现场实际速度比设定速度快作为主要

问题进行查找。通过查找程序设定发现，一级控制器将线速度设定发送给传动，但是传动只接收角速度的

给定。因此我们在一级程序中需要将线速度给定转换成传动能够接收的角速度。那么线速度和角速度是如

何进行转换的，是否存在异常成为我们新的故障查找方向。查找线速度和角速度转换关系。如图二所示。

打开功能块角速度输出计算公式如下：角速度=(速度设定×20000×1×60)/（钢卷直径×3.14）如图三所示。

根据以上公式我们结合上面查看 ODG的曲线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初步确定钢卷直径异常是导致角速度计算

异常的主要原因，根据 ODG曲线（图一）所示发现钢卷直径确实存在异常，正常时钢卷直径为 1800mm，

而此时钢卷直径为 762mm？我们继续查找钢卷直径异常的原因。

图二 一级发给传动角速度设定 图三 角速度计算程序

1.3.2 根据以上故障点一分析，我们继续查找钢卷直径给定异常的原因？

查找钢卷直径给定程序图四所示:当”DC3_CD_RST”钢卷直径复位条件满足，则钢卷直径会被当时芯轴涨

径判断范围内设定值所取代，即芯轴直径小于 749mm 时给定 745mm，芯轴直径大于 750 时给定 762mm。

查找”DC3_CD_RST”钢卷直径复位条件如图五所示；在图五程序段中发现当芯轴涨径反馈小于 750 时则

“G_W31_MDPEX”信号被触发为“1”。如图六所示：而当时芯轴直径在 749-751mm 之间跳动是钢卷直径被

762mm 所替换的原因。

一级发送给传动

一级发送给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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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钢卷直径给定程序段

图五 ”DC3_CD_RST”钢卷直径复位条件

图六 “G_W31_MDPEX”信号被触发为“1”条件设定

1.3.3 由于芯轴二涨是在带钢头部进入卷取机以后（具体设定根据 L2 设定长度而定）进行扩涨动作，而芯

轴涨缩根据系统压力变换，利用比例溢流阀打开关闭实现系统压力保持。由于钢种厚度不一致，带钢

钢卷直径

此条件满足则钢卷

直径变化为当时芯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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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不一致，导致芯轴涨径会出现偏差。而程序中使用芯轴涨缩范围作为钢卷直径的复位条件是不合

理的（图五所示）。导致钢卷直径时而正常时而错误。

2、针对以上异常现象程序优化

在”DC3_CD_RST”钢卷直径复位条件中串联使用跟踪时序“G_DC3_CON”的反点，消除在卷取机内还有钢

卷时钢卷直径被替换的风险（图七所示）。避免以后再出现

图七 串联使用“G_DC3_CON”

3、定尾异常现象分析总结

此次故障原因为程序中设定条件连锁考虑不全面。直接原因是钢卷直径异常导致角速度计算错误，最

终导致一级发送给传动的角速度与一级设定的线速度不一致。才会出现现场芯轴速度比设定线速度快的现

象。

由于钢卷直径异常导致角速度计算错误，最终导致一级发送给传动的角速度和一级设定的线速度不一

致。才会出现现场芯轴速度比设定线速度快的现象。避免类似故障的重点是

要保证通过逻辑设定范围判断的钢卷直径就是实际钢卷直径，保证钢卷直径不被芯轴直径所替换，通

过增加新的连锁保证芯轴直径正常，最终保证钢卷转动速度和设定速度一致。

参考文献：TMEIC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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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煤气净化系统应用
朱艳利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 唐山 063000）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焦炉煤气净化系统应用，阐述了电捕焦工作原理，根据电捕焦工作原理应用到实际成套设

备，结合生产需要合理设置工艺参数，根据现场设检测备监测的数据，分析计算控制，达到除去焦炉煤气中的焦

油目的；脱硫、脱奈工艺应用，根据生产厂家提供的吸附剂工作特性，合理控制各工艺塔的工作状态，结合生产

实际总结经验、设备以及吸附剂材料的生命周期特性，达到最大化的利用效率，实现焦炉煤气脱硫、脱奈净化目

的；并对相关主要工艺、设备进行介绍，西门子S7-400H CPU冗余系统和施耐读67160 CPU 冗余控制系统介绍。

关键词：电捕焦 脱硫 脱奈 分析仪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urification system of coke oven gas,

expounds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electric coke catching, applies it to the actual complete set of

equipment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electric coke catching, reasonably sets the process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needs, analyzes the calculation control according to the

monitoring data of the on-site detection equipment, and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removing the tar in

the coke oven gas; the application of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The adsorbent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 can reasonably control

the working status of each process tower,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equipment and life cycle

characteristics of adsorbent material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produc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maximum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of

coke oven gas; and introduce the main processes and equipment, Siemens S7-400H CPU redundancy system

and Schneider 67160 CPU Introduction of redundant control system.

Key words: Electric coke capture,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analyzer

0 前言

对于以烟煤为原料的焦化工厂生产出的焦炉煤气，经过焦化厂内一系列脱油脱奈处理后进

入到焦炉煤气管网，此时的焦炉煤气能满足绝大数用户的需要。因冷轧自身产品与制氢站对出

厂成品的产品品质要求高，故对来源的焦炉煤气中杂质有较高品质需求，因此为了给这两个用

户提供的更加洁净的焦炉煤气，需要进行再一步的净化处理过程，目前京唐燃气区采用 2 套电

捕焦，以及 2套脱硫脱奈系统对焦炉煤气进行再净化处理。

1、电捕焦、氧分析仪原理介绍：

1.1 电捕焦原理：高压直流电源产生的负高压，接入电晕极（阴极），它与沉淀极（阳极）

之间产生电场，电场强度超过一定极限后在阴阳两极间即产生电晕放电。此时流经电场区的气

体发生电离，产生大量的离子和电子。周围可听见强烈的电磁风声，光线暗时可见紫兰色电晕。

通过电场的煤气中的焦油、粉尘、水雾等粒子与离子或电子结合而荷电，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向

两极运动。由于电子质量小，运动速度快，空间分布广，所以主要是荷负电的粒子向沉淀极运

动。到达沉淀极板中和后，依靠残存的静电引力和分子间凝聚力首先吸附于沉淀极，而后靠自

身重力沿极板下落，通过焦油出口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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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门子 OXYMAT 6 工作原理：在不均匀磁场中，氧分子由于其顺磁特性，在磁场增加

的方向受到吸收，当两种不同氧浓度的气体在磁场中相遇时，在它们之间间产生一个压力差。

一种气体参比气 1 这里使用的是氮气，另一种气体样品气 5 焦炉煤气，一路参比气通过磁场 7

和氧气相遇，。因这两个通道时连通的，所以与氧浓度成正比的压力差使得两路参比气行成气

流，流量传感器 4感知该气流，并转换成电信号。

2、电捕焦工艺图主要控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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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捕绝缘箱 4 个温度同时大于 80摄氏度,根据现场双支热电阻温度计返回的测量值，控制

系统调节蒸汽流量使塔内温度稳定在 110摄氏度左右。

电捕焦出口压力小于 55pa 报警，小 50pa 切电捕焦油器电源并且停电捕焦油器。数据根据

出口压力变送器准确及时返回控制系统。

电捕绝缘箱温度任何一个大于 150摄氏度切电捕焦油器电源并且停电捕焦油器。

电捕焦入口氧分析大于 0.75报警，电捕焦入口氧分析大于 0.8切电捕焦油器电源并且停 1、

2#电捕焦油器。入口氧分析采用西门子 OXYMAT 6气体分析仪，由雪迪龙提供成套分析仪系统，

运行稳定。

电捕焦根据生产工艺需要，可以在现场控制柜进行手动选择共计 10 个档位，通过改变电

捕焦油器电压数值来控制对焦炉煤气焦油吸附能力，既能够保证产品脱焦油的效果，还能够达

到节能降耗目的。

3、焦炉煤气精制工艺：

一期一步焦炉煤气精制系统，由 4个脱硫塔和 4个脱奈塔进行吸附，设计煤气净化能力为

5.5 万 m³/h；一期二步焦炉煤气精制系统，由 6 个脱硫塔和 6 个脱奈塔进行吸附，设计煤气净

化能力为 5.5 万 m³/h。正常吸附的情况下两套系统根据工艺不同开启不同数量的脱硫塔，工

作的脱硫塔打开进口和出口控制阀，通过常压常温吸附剂（厂家专供）进行吸附硫化氢等硫化

物；焦炉煤气脱硫后再经过脱奈塔进行常压常温吸附剂（厂家专供）进行吸附，正常吸附塔工

作时只开启进口阀和出口阀，其他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吸附净化完毕的焦炉煤气，通过出口的

硫化氢分析仪测量含硫杂志含量来判断产品气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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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一步工艺流程

一期二步工艺流程

考虑到向管网提供焦炉煤气的焦化厂检修时，煤气中硫化氢含量超过 200mg/m³，采取一

步焦炉煤气精制脱硫出口总管和二步精制的脱硫入口总管道部分增加电动阀门进行连通，即管

网的焦炉煤气经过一步精制对进行脱硫后，不经过本套系统的脱奈工序，直接进入二步精制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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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塔，经过双重吸附后使焦炉煤气中的硫化氢的净化能力达到工艺控制要求 10mg/m³。

其中脱奈塔吸附能力达到使用时间要求后，需要用热煤气进行吹扫再生，高温作用下吸附

在吸附剂的奈会随热煤气带走回到管网。控制系统首先关闭脱奈塔的进口和出口阀门，打开再

生煤气进口与出口阀，再生煤气经过温度加热器（由调节阀控制蒸汽流量来实现对再生煤气加

热温度控制）加热后进入需要再生的塔进行为期 24小时的再生。

硫化氢分析仪采用加拿大 GAS903 为实现测量而采用的化学方法是基于如下原理：硫化氢

与纸带介质上的低浓度醋酸铅发生化学反应产生褐色斑点。褐色斑点的密度与样气中的硫化氢

含量有直接关系。903W型分析仪采用纸带变暗的平均速率来计算硫化氢含量。硫化氢与纸带

介质上醋酸铅的化学反应如下：

Pb(CH3COO)2 + H2S PbS + 2 CH3COOH
分析仪每隔一段时间移动纸带，纸带在样气中变暗，其变暗的速率与样气中硫化氢的浓度

速度成正比。 分析仪大约每隔 2 分 50 秒将未参加化学反应的新鲜纸带暴露在样气室中，此

时间称为测量分析周期时间。

4、焦炉煤气净化控制系统网络：

电捕焦与煤气精制脱硫脱奈控制系统，主要通过施耐德 67160 与西门子 400 系列 CPU 通

过以太网，光纤数据，经交换机，再到上位机相互之间传输数据实现对设备控制。

控制器 S7-414H，67160cpu 为冗余系统可以实现双控制器冗余自动切换的功能，当主控制

器 CPU 出现故障时，另一个备用 CPU 自动接替主控 CPU 的工作，切换时间为毫秒级，充分保证

了系统的安全运行。通讯冗余采用 Profibus-DP 协议的 ET200M I/O 站冗余通讯接口和电缆，

实 现 与 双 控 制 器 的 冗 余 通 讯 ， 对 于 信 号 采 集 和 传 输 提 供 了 保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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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根据电捕焦油与脱硫脱奈的工作原理，结合现场检测设备设施实时反馈的数据信息，重要

设备参数通过自动化精准控制，根据生产工艺运行情况，不断对设备控制方式，以及重要参数

不断进行优化，最终实现以极少的人员配置，使整个控制系统长期高效稳定的运行，保证长期

稳定输出高品质产品气，确保以后的生产工艺。

参考文献：

siemens OXYMAT6 氧，红外气体分析仪操作使用手册

襄樊九鼎电气有限公司 高压静电捕（除）焦油器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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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2+4+N”为支撑的赛车谷智慧园区建设探索与实践

娄宇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本部软件事业部 北京 100043）

摘要：智慧园区是指在各类产业园区等特定区域内，围绕园区战略发展总目标，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园

区功能融合发展，在信息全面感知和泛在互联的基础上，全面整合园区内外的物理和信息资源，实现园区

基础设施智能化、园区资源集约化、园区管理精细化、园区服务便捷化、园区产业发展现代化。本文主要

讨论了赛车谷园区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智慧园区设计与实践。

关键词：智慧园区 赛车谷 顶层设计

1.智慧园区综述

智慧园区是指在各类产业园区、集聚区、开发区、功能区等特定区域内，围绕园区战略发

展总目标，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A-B-C-M-I-S：人工智能技术 A（ArtificialIntelligence）、

大数据技术 B（BigData）、云计算技术 C（CloudComputing）、移动互联技术 M（MobileInternet）、

物联网技术 I（IoT）、空间信息技术 S（Spatial Information）等多种技术和园区功能融合

发展， 在信息全面感知和泛在互联的基础上，全面整合园区内外的物理和信息资源，实现园

区基础设施智能化、园区资源集约化、园区管理精细化、园区服务便捷化、园区产业发展现代

化。园区的＂智慧”将是一个持续迭代演进的过程，但最终还是为园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

持续协调发展服务。

智慧园区按照园区产业功能集聚可分为：工业园区、农业园区、软件园区、教育园区、物

流园区、文化园区、科技园区、创业园区、综合园区等不同类别产业经济园区。按照园区建设

主导者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园区、企业主导型园区 以及政府企业共同主导型园区。按照园区

建设规模大小可分为： 大型复合园区、中型复合园区和小型单一园区等。目前园区建设已从

单一产业经济型园区逐渐向产城融合以及承接更多城市功能日的复合型园区转变，新型智慧园

区更加注重完整的产业生态和完善的生活配套。

经过多年发展，智慧园区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最初以满足园区企业办公基本需求的数字园区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特征有： 注重硬件建

设，围绕 5A 提供基本园区智能化环境， 提供基本的智能化系统服务； 主要集中在园区安防、

建筑设备管理、有线网络、停车、门禁等物业管理等基本服务；各应用服务独立，信息基本没

有互通共享等。

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智慧园区建设进入了以强调园区管理与服务以及可持续运营为目标的

智能园区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特征有：在硬件建设基础上，更加注重应用软件系统建设；注重

节能环保，强调园区管理和企业无微不至的服务；注重资源共享，园区各应用系统互联互通，

信息共享；强调平台开放性、扩展性、企业一站式服务等。

新型智慧园区建设阶段，聚焦打造园区企业服务生态圈和产业生态圈，其特点是：强调平

台、闭环、生态、粘性、智慧、活跃以及互动和开放；在注重管理和服务的基础上，强调智慧

配套、投资孵化、融合创新和互动参与；关注运营数据可视化和大数据分析，注重数据资产价

值，实现从资产运营到数据运营的转变。

2.赛车谷园区项目概况

2.1 赛车谷的前世与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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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车谷园区是由 2003 年建成的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转型升级而来。转型前该公司为集烧

结、炼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生产能力达年产 250 万吨铁、260 万吨钢、180

万吨宽厚板。截止到 2018 年底，累计生产铁水 3179 万吨、钢坯 3154 万吨、钢板 1732 万吨，

为中厚板事业的发展、为秦皇岛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2017 年，为适应京津冀协同

发展需要，服务秦皇岛打造一流国际旅游城市的功能定位，公司总部和秦皇岛市共同作出转型

发展的重大决策。经过在全国多个省市，多项产业进行深入调研，最终坚持在充分保护和利用

现有工业遗存的前提下，将转型方向聚焦汽车运动及后市场产业，通过实地考察英国和法国有

关项目成功的经验，确定了打造秦皇岛赛车谷的发展目标，这里将以汽车运动为引擎，聚焦高

性能汽车全产业链，融合文化、旅游、娱乐、度假、商业、教育、科研等多元化业态，成为秦

皇岛市全域旅游的新地标。

2.2 赛车谷园区建设目标

赛车谷项目建设伊始有四大任务：(1)聚集国际要素，打造开放型汽车产业中心。(2)对接

秦皇岛现有优质资源，创新工业遗址改造思路和方向。深入挖掘公司旧厂区的工业景观特点，

选择的发展路径要贴合自身工业景观特点，赛车谷实现了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同时突出错位发展。

(3)创新旅游服务。赛车谷集合多种旅游资源，丰富了旅游内涵，增加了赛车谷的吸引力，推

进城市全时全域的旅游格局的形成，为秦皇岛建设一流国际旅游城市助力。(4)带动区域城镇

化，助推主城区城镇化发展。赛车谷汇聚高端人才，实现了产城融合，使得秦皇岛市北部区域

更加宜居宜业宜游。一期建设包括：国际 F2 级赛道、国际认证卡丁车赛道、汽车特技秀场、

直线竞速赛道、高炉广场、赛车谷主题酒店、园区指挥控制中心、VVIP 观赛大厅、园区南、

北停车场等单体和区域建筑。

3.赛车谷智慧园区顶层设计思路

3.1 智慧园区设计的主要思想

智慧园区设计应从园区活动主体（建设者、运营者、管理者、企业、员工、游客等）、多

角度（智能化、信息化、物联化等）、多维度（线上线下、技术、市场、资本、运管模式等）、

多层级（建筑级、地块级、园区级）展开园区需求分析，对园区基础设施、资源、平台和应用

作逻辑化、层次化划分， 自顶向下进行顶层规划设计。园区设计应根据园区建设主体、园区

类别、园区规模以及园区现状、定位、需求和未来发展要求等展开其相应功能规划。在扎实做

好园区共性功能设计基础上，结合园区产业活动特点，提供个性化设计。共性功能主要围绕园

区安全、节能、设备管理、共性平台等方面展开，个性化设计应提供亮点突出的智慧应用。

大型复合型园区应从智慧城市的视角加以规划设计，小型单一园区可归类到智能建筑研究

范畴。

3.2 园区 ICT 现状

赛车谷园区转型前是一家集烧结、炼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伴随之前钢

铁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持续投入，赛车谷园区在转型前已在 ICT 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资

金与设备。包括：企业办公网络、生产网络、OA 系统、物资计量系统等。同时建有包括：炼

钢楼区域汇聚机房 1 座（12 组机柜）、能源中心区域汇聚机房 1 座（16 组机柜）、厂前 IDC

机房 1座（50 组机柜）、厂区调度指挥大厅 1座（约 400 平方米）。

3.3 园区活动需求分析

根据赛车谷园区 ICT 基础设施现状以及园区建筑类型多、体量大、分期建设等特点，结合

用户需求调研，赛车谷智慧园区总体建设需求包括：智慧化建（改）造的需求、园区安防需求、

园区运营和管理需求、园区游客服务等内容。

园区活动主体分析：（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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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体 主体需求

园区建设者 满足智慧园区总体建设目标需求；满足单体建筑/建筑群建筑智能化

要求；满足园区信息化总体要求；满足分期建设、分期接入的要求；

满足园区智能化总控与分控相结合的需求；

园区运营者 园区管理需求（安全、人、车、建筑机电）；提高园区服务满意度

需求；可持续运营需求；降低运营费用需求；

园区决策者 园区整体运行态势需求；园区可视化运行需求；

员工 满足智慧化办公需求；满足园区生活需求；满足停车需求；

游客 满足停车、购票、消费、吃、住、行、游、购、娱需求；

研学学员 满足学习、参观、体验、食、宿、娱需求；

表 1 园区活动主体需求分析表

3.4 赛车谷智慧园区顶层设计内容

根据赛车谷园区 ICT 基础设施现状以及园区活动主体需求分析，特制定了以“2+2+4+N”

为支撑的赛车谷智慧园区顶层设计方案。

“2+2+4+N”：即：2中心、2张网、4平台、N应用。（如下图 1）

2中心：即： IOC（Intelligent Operations Center）园区智能管理控中心、IDC（Internet

Data Center） 园区数据中心。

2张网：即：园区通讯综合管网、园区物联网。

4平台：即：园区可视化平台、园区停车平台、园区安防平台、园区中控平台。

N应用：包括：园区大屏、扩声应用、体育专项照明应用、高炉声、光、电特效应用、园

区票务应用、园区门禁应用等。

图 1 赛车谷智慧园区顶层设计内容

3.5 “2+2+4+N”的建设内容

2中心：

IOC 中心，即园区智能管控中心。是掌握整个园区人、事、地、物、情的园区综合指挥控

制中心。需具备复合性问题处理、应急、突发事件处理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同时也是园区的宣

传、展示、运营、数据共享中心。本项目充分考虑利旧因素，利用原厂区内的能源楼原四层办

公区域建设园区 IOC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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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中心，即园区数据中心。是园区网络核心、数据存储、计算、安全、互联网接入中心。

本项目充分利用原厂前区的具备 50 组机柜的厂前机房，通过对旧电池组、空调机组的必要改

造，使之具备支撑智慧园区各项服务与应用的智慧园区 IDC 中心能力。

2张网：

园区通讯综合管网：赛车谷园区在转型前具备覆盖整个园区的通讯管网，包括：烧结区域、

炼铁区域、炼钢区域、轧钢区域的通讯综合管网，具备网络、视频、程控电话等数据、视频、

通讯交换处理能力。但伴随园区的大规模搬迁、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原有通讯管网破坏较

多。同时，原厂区于 2003 年建厂，建成时间较早，原有通讯管网设计、处理能力不能满足当

前智慧园区大吞吐、高并发的音、视频和数据传输的承载能力。因此，根据目前项目业态、园

区实际情况在本次智慧园区改造过程中，亟需建立一套适应园区日后发展需要的智慧园区通讯

综合管网。

园区物联网：赛车谷智慧园区一期建设内容包括：赛道大屏、扩声系统、IOC 中心大屏系

统、园区安防系统、停车系统、园区广播系统、园区灯控系统、体育专项照明系统，原有厂区

网络无法满足高清分辨率图像、音频传输，数字高清安防图像传输的需要。因此在改造过程中，

需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用来连接园区大屏、扩声系统、安防监控设备、停车设备、灯控等设备

的园区物联网络用以支撑园区物联需要。

4平台：

园区可视化平台：开发一套赛车谷可视化平台，通过集成赛车谷三维可视化模型，为运营

者、决策者提供便捷的获取视频监控数据、三维模型数据，同时提供视频后台控制和赛事管理

功能，提升赛车谷的数字化、信息化运营能力。

园区停车服务平台：赛车谷园区一期规划在南、北门区域建设各具备 700 余个车位的停车

场两座，供社会车辆、游客车辆及旅游大巴车停放。因此，在智慧园区建设时需同时考虑建立

一套停车服务平台，以支撑南、北两个停车场共约 1400 余个车位的运营管理需要。同时平台

应具备移动支付、场内预先支付、收费数据与园区财务系统对接功能，用以支撑园区停车系统

管理业务需要。

园区安防平台：赛车谷一期规划建设覆盖 F2 赛道、卡丁车赛道、汽车特技秀场、高炉广

场、赛车谷主题酒店、园区指挥控制中心、VVIP 观赛大厅、园区南、北停车场、直线竞速赛

道、园区中轴路等单体建筑、道路区域的安防摄像系统。计划新增安防摄像点位 300 余个，因

此有必要建立一套满足全园区安防管理需要的园区安防管理平台。

园区中控平台：赛车谷一期规划建设 F2 赛道室外大屏 2座、能源中心四层 IOC 中心大屏

1座、能源中心五层报告厅大屏 2座、能源中心会议系统 2套、能源中心扩声系统 2套、体育

专项照明系统 1套。需要对这些系统的开关功能、信号源切换、播放控制、音量控制等功能进

行统一管理。因此，需建立一套园区中控平台，用以支撑园区总控应用。

N应用：

赛车谷本身具备赛车比赛、卡丁车娱乐体验、汽车特技表演观赏等景区属性。因此，为了

方便游客，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需建立园区票务应用、赛道大屏应用、体育专项照明应用、门

禁应用、高炉声光电特效应用等应用系统。

3.6 赛车谷智慧园区总体架构

赛车谷园区总体架构如下图 2所示，分为三层，上下层次之间各要素互为支撑。最底层为

感知层，感知层主要由传感器、控制器和基础设施等组成，主要实现园区全面感知和控制。网

络层为感知层和应用层提供上传下达网络通道，网络可以是 4G/5G、计算机有线、无线网络、

物联网和通讯网，网络主要是为园区提供有线或无线的信息或语音、视频传输服务。应用层分

为全局类应用和服务类应用，全局类应用主要面向园区通用性部分为园区全局管理提供支撑，

服务类主要为游客提供服务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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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赛车谷智慧园区总体架构

4.实施效果展示

园区 IOC大厅：

图 3 赛车谷智慧园区 IOC大厅

园区可视化平台：

图 4 园区可视化平台

园区中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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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园区中控平台

园区停车平台：

图 6 园区停车服务平台

5.总结

赛车谷智慧园区的设计、建设与实施初步达到了设计要求。该项目的特点是充分考虑了园

区设施的利旧因素，将原有的生产调度中心改造成了园区 IOC 中心、将原有管理系统服务器改

造成了停车系统服务器、将原有的炼钢机房改造成了北门及主题酒店区域汇聚机房、将能源中

心机房改造成了 IOC 中心机房，充分利用了原有机房、机柜、操作台、交换机及服务器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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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了园区系统“统建”与“分建”、“先建”与“后建”的关系，解决了分期建设和后期功

能扩展的难题。在充分统筹时间、成本、功能、利旧等因素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园区

开园功能需要，为园区顺利、有序开园，提供了重要支撑。赛车谷智慧园区建设将是一个持续

完善的过程，以“2+2+4+N”为支撑的赛车谷智慧园区顶层设计，将会在智慧赛车谷功能不断

迭代和完善中持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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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后处理线卷取机的转矩补偿运算及应用

马柯 贾为征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京唐运行事业部，河北 唐山 063200）

摘要：卷取机在生产线中多采用速度给定转矩限幅的控制方式。本文描述了卷取机在生产过程

中所需要的转矩补偿运算，包括惯量转矩补偿、摩擦转矩补偿、弯曲力转矩补偿。惯量补偿运

算提供了固定惯量以及动态惯量所需的转矩补偿的算法；弯曲力的补偿运算，详细列举了三种

钢种模式下的转矩补偿运算。经过实践证明，卷取机在通过增加惯量、弯曲力、摩擦补偿运算

后，有效的消除了张力静态误差和动态误差，张力控制精度明显得到了改善。

关键词：卷取机；转矩补偿；摩擦；惯量；弯曲力

Torque compensation cal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iler in
cold rolling post-treatment line

MA Ke. JIA Wei-zheng.

(Jingtang Operation Division,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angshan 063200,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duction line, the coiler adopts the control mode of speed given

torque limi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orque compensation operation of coiler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cluding inertia torque compensation, friction torque

compensation, bending force torque compensation. The calculation of inertia

compensation provides the algorithm of torque compensation required by fixed inertia

and dynamic inertia; the calculation of bending force compensation lists the

calculation of torque compensation in three steel modes in detail. It has been proved

by practice that after adding inertia, bending force and friction compensation, the

coiler effectively eliminates the static and dynamic errors of tension, and the

precision of tension control has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Key words: Tension Reel；Torque compensation ；Friction； inertia；Bending force

0 前言

卷取机作为连续生产线的最后一个环节，卷取机的精确与稳定控制直接影响到成品钢卷的

质量。首钢京唐冷轧产线，为了保证卷取机张力，采用转矩控制方式，使电机工作在转矩控制

模式下，也就是说电机速度的设定值与电机实际的速度反馈值永远不相等，电机在速度闭环中

处于调节器饱和状态，此时速度控制不再起作用，电机的控制完全由电机的转矩限幅控制[1]。

单纯的通过设定张力计算转矩，是理想状态，在应用的过程中，由于卷取机卷径的增长，

惯量实时增加，摩擦力也会变化，这些因素造成张力波动，导致卷芯出现松卷、塌卷、塔形等

现象，甚至影响到活套，工艺段张力[2]。

本文详细描述了卷取机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转矩补偿运算，给出了每一种补偿的详细计

算公式。尤其是对弯曲力的补偿运算，详细列举了三种钢种模式下的转矩补偿运算。经过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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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卷取机在通过增加惯量、弯曲力、摩擦补偿运算后张力控制平稳。钢卷卷取效果显著，

未出现塌卷、塔型等恶性张力事故。

1 卷取机的惯量补偿运算

卷取机的机械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旋转电机、齿轮箱、芯轴等[3]，当卷取机在未卷取钢卷的

时及空载状态时，电机轴加减速度的旋转，此时的惯量定义为固定的旋转惯量。在生产运行过

程中，卷取机的速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出口段升降速的变化，卷取机卷筒上钢卷外径的持续增

加，在运行过程中其惯量也在发生动态的变化，对卷取机进行动态的惯量补偿，能够保证卷取

机张力的稳定。

1.1固定惯量补偿

电机在空载加减速运行时，总的转矩为摩擦转矩和加减速惯量转矩。摩擦转矩可由实验得

出。由如下计算公式得出。

�u�ul � �u�� � �u� （1）

��ul � （�u�ul �△ �）�（� � � �△ �）� �u� （2）

式中：TQfix为空载状态时加减速惯量转矩，单位：NM；TQqk 为空载时电机转矩，单位：NM；TQf

为空载时电机摩擦转矩，单位：NM；△n 为加减速期间速度的变化量，单位：RPM；△t 为加减

速期间时间的变化量,单位：s；Jfix固定惯量，单位：kgm
2
。

通过上述两个公式，在卷取机调试过程中，可以计算出转动设备的固定惯量[4]。

1.2 动态惯量的补偿

动态惯量的补偿主要因钢卷实时卷径的变化，钢卷作为一个负载作用在卷取机芯轴上，随

着钢卷卷径的实时增大，钢卷的重量也在增大，此时需要一个动态的力矩补偿，称之为动态惯

量的补偿[5]。由于钢卷类似于圆柱体，故其动态惯量补偿公式如下：

���䁘 � � ��� � � ���晦�� � �u������ �� � u�� （3）

式中：Jvar 为动态惯量，单位：kgm
2
；ρ 为钢铁密度，单位：kg/m

3
；W 为带钢宽度，单位：m；

Dact为实时钢卷直径,单位：m；Dint为钢卷内部直径,单位：m；i 为齿轮比。

1.3 总惯量补偿运算

通过上述计算得出固定惯量和动态惯量后，两者之和即为总的惯量系数。在已知总的惯

量系数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得出总的惯量补偿值。

�� � ��ul � ���䁘 （4）

式中：Js为总惯量，单位：kgm2；Jfix为固定惯量，单位：kgm2；Jvar 为动态惯量，单位：kgm2。

总的惯量转矩补偿为：

�uu��䁘�u� � �� � �� � � � u
�
� （5）

式中： TQinertia 为总的惯量转矩补偿，单位：MN；Js为总惯量，单位：kgm
2
；a 为产线加速度,

单位：m/s
2
；R为实时钢卷直径，单位：m；i为齿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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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卷取机的弯曲力补偿

由于生产线生产的钢种特性不同，那么必然会导致有的钢铁特性较软，有的钢铁的特性较

硬或钢铁特性在两者之间。由于钢铁自身存在的这些特性，则必然导致带钢在卷取过程中需对

其屈服度进行补偿运算，该屈服力的运算称之为带钢弯曲力，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设计并应用

三种算法用于不同钢种的弯曲力补偿[6]。

2.1 弹性板材弯曲力补偿

弯曲力的运算与带钢的屈服度、宽度、厚度、钢卷的直径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式计算如下：

����༶�� �
����݄u晦����u༶�݄

���
（6）

式中： Tbend_e 为弹性弯曲力，单位：N；RE 为弹性带钢屈服度，单位：N/mm
2
；Thick 为带钢厚

度，单位：m；Width 带钢宽度，单位：m；R钢卷实时卷径，单位：m。

2.2 塑性板材弯曲力补偿

塑性带钢与弹性带钢的主要区别在于带钢的屈服度不同，同时塑性带钢不容易折弯变形，

故比例系数相对弹性带钢需缩小处理[7]。公式如下：

����༶�L �
����݄u晦����u༶�݄

���
（7）

式中：Tbend_p 为塑性弯曲力，单位 N；RE 为塑性带钢屈服度，单位：N/mm
2
；Thick 为带钢厚度，

单位：m；Width 为带钢宽度，单位：m；R为钢卷实时卷径，单位：m。

2.3 混合型板材弯曲力补偿

当板材介于弹性与塑性之间时，此时弯曲力的计算采用如下计算公式

����༶�� � ����u༶�݄
�

�
���݄u晦��� ������

�

�

��
（8）

式中：�为自然对数；Tbend_m 为混合性弯曲力,单位：N；RE 为混合性带钢屈服度，N/mm
2
；Thick

为带钢厚度，单位：M；Width 为带钢宽度，单位：M；R为钢卷实时卷径，单位：M。

正产生产过程中通过对板材钢种的选择，判断钢种的特性，在程序中作出选择适合的屈服

度。进而计算得出屈服力 Tbend。

综上所述，在计算得出屈服力的情况下通过如下公式计算弯曲转矩的补偿计算。

�u���༶ �
����༶��

�u
（9）

式中：TQbend为弯曲转矩，单位：NM；Tbend为屈服力，单位：N；R为带钢的实时半径，单位：M；

u为齿轮比。

3 摩擦转矩的补偿运算

摩擦转矩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作为转矩的修正，摩擦转矩占到总转矩的 2%左右。正确合

理的摩擦补偿能够保证张力的稳定。通过对传动控制系统的调试能够清楚认识到摩擦转矩与转

速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在机械安装完成后，通过反复运行卷取机，测量得出合理的摩擦曲线[8]。

对转速和对应转矩详细记录，如图 1、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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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机摩擦特性曲线

Fig. 1 Motor friction characteristic curve

X 轴为时间，Y轴为摩擦转矩。

对曲线进行回归操作得出最终计算结果。

图 2 回归曲线

Fig. 2 Regression curve

通过回归曲线我们得到摩擦计算的最终运算公式为一元三次方程。

�u�u晦�uݐ� � � � �� � � � �� � � � �� � （10）

式中：�u�u晦�uݐ�为设定摩擦转矩，单位：NM；n 为卷取机转速，单位：RAM。

A、B、C、D 为通过回归曲线得出的系数。可以算出当前速度对应的摩擦转矩。

4 转矩补偿应用

首钢京唐冷轧后处理线卷取机张力控制采用转矩限幅张力控制，将设定张力转换为转矩，

作为转矩限幅应用到传动系统，由于设定速度与线运行速度总是存在速差 V_tech ,传动系统

速度 PI 调节器处于饱和状态，转矩设定值即是转矩限幅[9]。

转矩限幅给定值通过设定张力来计算，如公式11所示：

�u � （����� � ���） （11）

式中：TQ为转矩设定值，单位：NM；�����为设定张力斜坡输出值，单位：KG；R为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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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I为齿轮比。

由于原设计中仅在传动侧做了简单的固定惯量补偿，卷取机在抽套时，速度的迅速变化，

极容易导致卷取机失张，动态惯量的补偿算法，有效的避免了卷取机在高速抽套时张力的巨大

波动。同时在生产普通碳钢镀锌板（DX51D）时屈服力对张力的影响不大，但当生产高强镀锌

板(HX429LAD)时,屈服力对张力的影响作用凸显，所以在原设计基础之上添加塑性与弹性弯曲

力补偿算法[10]。为进一步追求卷取机的控制精度，额外增加了卷取机摩擦力矩补偿算法[11]。如

图 3所示：

P P

×

V→n ﹢

﹣

速度调节器 电流调节器转矩限幅

摩擦补偿转矩TQ�u晦�uݐ�

速 度 设

定

惯量补偿转矩TQu��䁘�u�

﹢
﹢

x

y
﹢

﹣

M
3~

电流反馈

速度反馈

可编程控制器 传 动 系

T_nearby

+
-

T_setp

sign

×

dV

VL

V_tech

TCON1

++

弯曲力补偿转矩TQ���༶
﹢

图 3 张力控制逻辑图

Fig. 3 Tension control logic diagram

5 应用效果

自产线卷取机张力控制系统中增加了摩擦补偿转矩、弯曲力补偿转矩、惯量补偿转矩后，

张力控制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改变。

优化前张力波动曲线，张力在 1250KG 到 1700KG 之间波动，其波动范围达到 550KG，如图

4所示。优化后张力波动，张力在 1000KG 到 1025KG 之间波动，波动范围在 25KG，如图 5所示。

图 4 优化前张力波动曲线

Fig. 4 Tension fluctuation curve befor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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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优化后张力波动曲线

Fig. 5 Tension fluctuation curve after optimization

6 结论

通过对卷取机的转动惯量、弯曲力以及摩擦转矩等进行分析计算，得到相应的补偿数据，

将补偿值参与到控制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应用效果。并得出如下结论：

（1）通过对卷取机的控制系统进行整体分析，对转动惯量、弯曲力及摩擦转矩进行分析计算，

说明这几项内容与张力控制有很大关系。

（2）通过在控制过程中增加转矩补偿，对张力控制效果明显，使张力的稳定性有了极大的提

高。

（3）在对卷取机做转矩补偿时要根据系统实际情况而定，本文论述适用于多数卷取机的控制，

但对于有特殊控制需求的系统要另行研究并做相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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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退火机组高温炉辊区域微张力控制新方法
刘向彬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首迁运行事业部，河北 迁安 064400）

摘 要：基于高温区炉辊无速度差的退火炉微张力控制技术，通过建立炉内实际张力的计

算模型，利用炉区入出口张力计检测的实际张力值计算出炉内各段的实际张力，然后在进行分

段实现微张力控制；同时为了防止高温段带钢划伤和炉辊结瘤，对高温区域不进行炉辊速度偏

差控制，从而实现整个炉内带钢都均处于合理的微张力状态，同时又避免了高温段速度差造成

的带钢表面划伤和炉辊结瘤。关键词：连续退火机组；高温炉辊；微张力；结瘤

A new method for control of micro-tension in high temperature

furnace area in continuous annealing line
LIUXiang-b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tension control technology of annealing furnace with no speed

difference of furnace roller in high temperature area, the actual tension in furnace was calculated by

establishing a calculation model of the actual tension in furnace, and the actual tension of each

section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actual tension value detected by the tension meter at the inlet and

outlet of furnace area. Then the micro-tension control was realized in section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high temperature section strip steel scratch and furnace roll knot, the high

temperature area is not controlled by the furnace roll speed devi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whole

furnace strip steel are in a reasonable micro tension state, and at the same time avoid the high

temperature section speed difference caused by the strip surface scratch and furnace roll knot.

Keywords: continuous annealing line; High temperature furnace roll; Micro tension; nodules

0 引言

退火炉内张力实际值计算模型中将整个卧式退火炉分为 4段控制，s1段 PH/NOF-1# RTF

（加热段）共计 26根炉辊； s2段为 1#SF（1#均热段）共计 75根炉辊； s3段为 2#RTF-2#SF

（2#均热段）共计 41根炉辊； s4段为 CTF-RJC（冷却段）共计 40根炉辊，通过张力模型计

算得出各段炉内带钢的实际张力值，进而更加精确控制炉辊速度。PLC程序依据张力模型公式

编写控制程序，根据工艺需求在 HMI画面上设定炉区各段单位张力实际值，并在程序中对单

位张力进行张力限幅控制，计算机开始执行张力模型控制器，采集现场相关数据，通过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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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出炉区各段张力实际值，并通过 DP通讯方式发送至传动 T400工艺板中的张力调节器

中，各段炉区的张力设定值和实际值的 PI控制 1计算得出附加速度 Delta V，再经 DP通讯将

该附加速度反馈给自动化 PLC程序，自动化 PLC程序将附加速度 Delta V加上工艺速度设定

值，作为炉辊的最终速度设定值下发至炉辊变频器。炉辊实际反馈速度影响炉子入口和出口的

总张力，系统将总张力实时输入至张力计算模型控制器，控制器通过进一步调节，最总实现炉

内带钢保持微张力运行。

1 退火炉内带钢张力设定值综合优化

取向退火炉增加了 RTF辐射管加热炉和 SF均热炉两段。因此退火炉内合适的张力是带

钢高速运行以及防止带钢跑偏和热瓢曲的重要条件，控制好炉内张力以保证良好的板型和磁性，

并可使横向铁损降低。在保证良好板型前提下应尽量降低炉内张力，张力过大，铁损明显增高，

也易发生带钢瓢曲和断带。通过温度对张力设定值的影响及对大量的数据的理论研究和分析，

结合生产线的特点，整个炉区的张力设定值如表 1所示：

表 1.区域张力设定值

2 退火炉内带钢张力实际值计算模型

整个连退生产线有多个张力控制区域，本文只研究退火炉内张力实际值的计算模型。张力

实际值计算模型中将整个退火炉分为 4段控制，s1段 PH/NOF-1# RTF（加热段）共计 26根炉

辊； s2 段为 1#SF（1#均热段）共计 75 根炉辊； s3 段为 2#RTF-2#SF（2#均热段）共计 41

根炉辊； s4段为 CTF-RJC（冷却段）共计 40根炉辊。取向的卧式退火炉要长于无取向退火

炉，因此传统无取向炉内张力控制模型无法满足取向的生产，为了确保退火炉中带钢因速度偏

差等因素造成带钢表面结瘤，影响整卷带钢的产品质量，故取向炉内采用微张力控制以防止带

钢在高温炉区发生瓢曲及防止高温区域炉辊速度和带钢线速度存在速度差，造成高温区炉辊结

瘤。根据连续退火线机组的设备及工艺特征，经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得出了生产线炉内实际张

力计算模型：

张力 N/mm²

0.35mm*1240mm

区域 炉子入口 加热段 均热段 冷却段 炉子出口

单位张力 4 4.3 5.5 6.5 8

总张力 N 1736 1866 2256 2821 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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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x=0,1,2,3) 炉区分段代码； s1T 、 s2T 、 s3T 、 s4T 分别为 s1段、s2段、s3段、s4

段实际张力值； ( )Ei t 为各段带钢的弹性模量；S:为带钢截面积； iT :各段带钢的温度； B、h、

L分别为带钢宽度、厚度、炉辊间距。 4mT ：退火炉出口实测总张力； 3mT : 退火炉入口实测总

张力； jN （j=1,2,3,4）：每段炉辊的个数；N:炉辊总个数； kξ （k=1,2,3,4）退火炉结构特性温

度影响瓢曲系数， mφ （m=1,2,3,4）：退火炉结构特性温度影响跑偏系数。

实际张力计算模型建立完成后，需要计算机执行以下步骤完成张力实际值的计算：

（1）对当下生产计划中的 N卷带钢收集其基本特性参数，包括带钢的宽度 B、带钢的厚

度 h、炉辊间距 L、各段炉温 T等。

（2）收集不同钢种在特定连续退火炉内不同温度下保证不跑偏各段所允许的最小单位张

力值，包括加热段最小单位张力 s1minT
、1#均热段最小单位张力 s2minT

、2#均热段最小单位张力

s3minT
、冷却段最小单位张力 s4minT

。为了防止高速运行的带钢发生跑偏，依据工艺技术人员要

求可得：
sxmin

φ
2 mk
mT  α

其中，x=（1、2、3、4），m=（1、2、3、4）， mkα
为跑偏与瓢曲综合

影响系数，

φ *ξ ( )
2

m m
mk c p cr r r  α

其中 cr 、 pr 分别为瓢曲与跑偏临界张力调整系数，

cr =0.75~0.90之间， pr =1.10~1.25之间。

（3）收集不同钢种在特定连续退火炉内不同温度下保证不瓢曲各段所允许的最大单位张

力值，包括加热段最大单位张力 s1maxT
、1#均热段最大单位张力 s2maxT

、2#均热段最大单位张力

s3maxT
、冷却段最大单位张力 s4maxT

。为了防止高速运行的带钢发生瓢曲，依据工艺技术人员要

求可得：
sxmax

ξ
2 mk
mT  α

其中，x=（1、2、3、4），m=（1、2、3、4）， mkα
为跑偏与瓢曲综合影

2
i( ) 208570 0.2986*Ei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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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系数，

φ *ξ ( )
2

m m
mk c p cr r r  α

其中 cr 、 pr 分别为瓢曲与跑偏临界张力调整系数，cr =0.75~0.90，

pr =1.10~1.25。

s1min 1 s1maxsT T T 

（4）判断不等式：

是否成立，若成立则完成，若不成立，需要调整 cr 、 pr 系数，控制流程图

如图 1所示。

图 1.控制流程图

完成

是

修正给定 cr 、 pr ，计算 mkα

收集 N 卷退火钢卷的特性参数

开始

收集机组参数 B、h、L、T

根据特性参数得出 sxmaxT
和 sxminT

模型计算得出 ( )Ts x

sxmin sxmaxsxT T T 
是否成立

否

s3min 3 s3maxsT T T 

s4min 4 s4maxsT T T 

s2min 2 s2maxsT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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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

成功实现取向退火炉内微张力精确控制以及 2#SF和 RTF段高温区炉辊无结瘤情况，同时

又能提高机组产能，使连续退火机组放量生产，最大程度的释放取向产能，又达到节约能耗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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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5G的行业应用探讨及研究

刘冠权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5G 时代是一个融合的时代，工业、交通、医疗、能源、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都将随着 5G 的

融合擦出新的火花。大规模、高性能的网络体系将铺筑一条覆盖广泛的信息高速公路，5G 具备大带宽、低

时延和大连接的特性，未来将会有更多更好的应用场景，5G 将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成为未来

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新引擎。

关键词：发展趋势；5G 应用；智能制造；无线传输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on industry application based on 5G

Liu Guanquan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41)

Abstract: 5G era is an era of integration,Industry, transportation, medical treatment,

energy, smart city, smart home, etc. will all be sparked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5G. A large-scale

and high-performance network system will build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5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bandwidth, low delay and large connection, and there will be more

and better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the future, 5G will be widely and deeply integrated with various

fields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become a new engine of futur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Key words: Developing trend; Application of 5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Wireless

transmission

0 前言

在工业领域，中国拥有很完善的工业种类，具备大而全的完整工业体系，随着 5G以及工业智能化、

数字化的发展，不断地融合渗透，将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赋能，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 5G优势

网络，为工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提供多个工业生产控制场景解决方案。数据采集、远程

控制、视频监控、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打造智慧工业的多个核心领域。

1 5G 发展现状

1.1 市场调查

在 2020年至 2035年期间，全球 5G 产业链的出资估计将达到约 3.5万亿美元，我国约占 30 %。

此外，依据 5G开始建造子部分的出资份额，最大的出资份额是通讯网络设备，挨近 40 %。此外，基

站射频、系统集成和应用效劳占出资的 10 %以上，出资热相对较高。从市场竞赛的角度来看，5G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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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的不同产业链环节，首要竞赛主体也不同。具体来说，5G通讯职业首要包含六个环节:网络规划与

设计、无线主设备、传输设备、终端设备、运营商和用户。现在，因为 5G未完全商业化，企业间的竞

赛首要会集在前五个环节，首要会集在 5G基础设施网络建造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设备、网络规划和衔接

以及终端应用设备开发上。

1.2 制造业领域

5G是迎接工业 4.0时代的前奏，5G“三超”（超高速、超大连接、超低时延）的关键能力，和万

物互联的应用场景将开启新一轮信息产业革命，5G技术已成为支撑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之一。5G时

代，移动通信将实现机器人、运营商和整个工厂之间的无缝连接，解放数字制造的全部潜力，在未来

的工厂中，每个人和所有人都将保持联系，依靠工业云提供的制造服务，个人可以直接下单到工厂完

成定制生产。

工厂中每一个物体上都是一个唯一的 IP，即使是生产环节的“原材料”都具有“信息”属性，“原

材料”会根据“信息”自动生产和维护。人也变成了具有自己 IP的“人肉终端”。人和工业机器人进

入整个生产环节中，和带有唯一 IP的原料、设备、产品进行信息交互。工业机器人在管理工厂的同时，

人在千里之外也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信息变更并进行交互操作。

2 框架结构

5G 网络是一个超复杂的网络，在 2G时代，几万个基站就可以做全国的网络覆盖，但是到了 4G

中国的网络超过 500万个。而 5G需要做到每平方公里支持 100万个设备，这个网络必须非常密集，需

要大量的小基站来进行支撑。同样一个网络中，不同的终端需要不同的速率、功耗，也会使用不同的

频率，对于 QOS的要求也不同。这样的情况下，网络很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干扰。5G网络需要采用

一系列措施来保障系统性能：不同业务在网络中的实现、各种节点间的协调方案、网络的选择以及节

能配置方法等。在超密集网络中，密集地部署使得小区边界数量剧增，小区形状也不规则，用户可能

会频繁复杂地切换。为了满足移动性需求，这就需要新的切换算法。

总之，一个复杂的、密集的、异构的、大容量的、多用户的网络，需要平衡、保持稳定、减少干

扰，这需要不断完善算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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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场景

3.1 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过程中云平台和工厂生产设施的实时通信、以及海量传感器和人工智能平台的信息交互，

和人机界面的高效交互，对通信网络有多样化的需求以及极为苛刻的性能要求，并且需要引入高可靠

的无线通信技术。

高可靠 5G无线通信技术在工厂的应用来看，一方面，生产制造设备无线化使得工厂模块化生产和

柔性制造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因为无线网络可以使工厂和生产线的建设、改造施工更加便捷，并且

通过无线化可减少大量的维护工作降低成本。

在智能制造自动化控制系统中，低时延的应用尤为广泛，比如对环境敏感高精度的生产制造环节、

化学危险品生产环节等。智能制造闭环控制系统中传感器(如压力、温度等)获取到的信息需要通过极低

时延的网络进行传递，最终数据需要传递到系统的执行器件(如：机械臂、电子阀门、加热器等)完成高

精度生产作业的控制，并且在整个过程需要网络极高可靠性，来确保生产过程的安全高效。

此外，工厂中自动化控制系统和传感系统的工作范围可以是或者几百平方公里到几万平方公里，

甚至可能是分布式部署。根据生产场景的不同，制造工厂的生产区域内可能有数以万计传感器和执行

器，需要通信网络的海量连接能力作为支撑。

3.2 自动控制

自动化控制是制造工厂中最基础的应用，核心是闭环控制系统。在该系统的控制周期内每个传感

器进行连续测量，测量数据传输给控制器以设定执行器。典型的闭环控制过程周期低至 ms级别，所以

系统通信的时延需要达到 ms级别甚至更低才能保证控制系统实现精确控制，同时对可靠性也有极高的

要求。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时延过长，或者控制信息在数据传送时发生错误可能导致生产停机，会

造成巨大的财务损失。

此外，在规模生产的工厂中，大量生产环节都用到自动控制过程，所以将有高密度海量的控制器、

传感器、执行器需要通过无线网络进行连接。

闭环控制系统不同应用中传感器数量、控制周期的时延要求、带宽要求都有差异，典型来看，周

期时间和通信带宽大小的一些典型值如下：

5G切片网络可提供极低时延长、高可靠，海量连接的网络，使得闭环控制应用通过无线网络连接

成为可能。基于华为 5G的实测能力：空口时延可到 0.4ms,单小区下行速率达到 20Gbps，小区最大可

支持 1000万+连接数。由此可见，移动通信网络中仅有 5G网络可满足闭环控制对网络的要求。

3.3 安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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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视频数据具有直观特性，非常适合人机交互，但机器识别难度较高。传统物联网的感知中

视觉传感器非常少见，数据分析也仅限于稀疏和低占空比的数据，高通量视觉传感器数据联网传输是

极大的挑战。联网传输视频传感器数据必须先进行有效压缩，传统压缩算法已不适用于当今发展，新

一代物联网应运而生。

新一代物联网中的传感器具有相对完善的图像与视频获取功能，还可以安装嵌入式视频分析功能。

例如，你可以用计算机视觉对外来人员进行面部识别或对象识别，然后利用 AI推理技术快速识别出此

人是否有权限进入该区域，或者帮你监测到不应该出现在某个区域的危险物体。

5G通信网络为视频大数据处理平台提供了极大便利，高带宽、低延时、大规模低功耗联网将让视

频物联网更加成熟。届时，视频物联网将从个人应用扩展到智慧城市、工业 4.0等大规模场景。视频监

控占据了整个安防行业的半壁江山，其腾飞势必将给安防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智能安防目前渗透

率不足，这与现行通讯技术无法满足多节点连接以及海量视频数据传输需求有一定关系。5G的到来恰

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可以想象，5G商用后，无线 DVR、无线监控终端乃至各种涉及监控的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将

走入人们视野，改变目前智能安防终端低普及率和应用效果。在 5G技术的推动下，安防行业的网络、

管理、业务都会发生质的变化，产业的创新与升级提速。

4 网络安全

基于现阶段 5G信号覆盖范围以试点带面的模式，无法短时间内达到全覆盖。基于工业部分的应用

主要以无线传输部分为主，建立企业内部系统以 5G为传输基础的私有云服务管理，也就是企业内部局

域网的网络架构。将整个局域网与外部网络隔离，同时在整个网络中，设置身份认证管理。在有限局

域网中以动态口令为主的认证方式，采用一次一密，有效确认用户身份。

5 结论

总之未来 5G真正的应用场景，80%会应用在物与物的通信。由互联网和通信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互联网也是工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正处于工业转型升级关键时刻的我

们，一定会面临人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波动、竞争日益加剧等种种不利因素。所以由 5G、物联网、

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技术驱动的社会生产变革，将加快我们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发展，更好的服务与

工业板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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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曼交换机在MCCR无头产线的应用
王瑞丰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随着工业的进步，技术的创新，企业生产节奏的加快，钢铁企业四级自动化的二级过程控制系统对

局域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钢京唐MCCR无头产线，采用了全新的网络架构用于过程

控制系统。其核心网络选用的三层交换机是赫斯曼交换机MAR系列，核心层组网方式采用 OSPF的路由协

议，每两台三层交换机通过 VRRP 实现主备交换机无缝切换。汇聚层选用赫斯曼两层交换机MACR系列，

通过 RSTP + L.A.802.3ad与核心层通讯，汇聚层网络采用环网，环网采用链路聚合的方式实现。核心层通

过划分不同的 VLAN 用于满足不同区域二级系统的需求。整个网络架构具备交换机冗余、链路冗余，提高

了局域网性能的稳定，减少网络故障。

关键词：MCCR；OSPF；VRRP；RSTP；链路聚合；VLAN；

Application of Hirschmann switch in MCCR plate
Wang Ruifeng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TangShan 063200)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production plate, the
level 2 process control system of level 4 automation in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of LAN. Shougang Jingtang MCCR endless production line use a new
network architecture for process control system.The three-layer switch in the core network USES the Hirschmann
switch MAR series, and the routing protocol of OSPF is used in the core layer network. Every two three-layer
switches realize seamless switching between the main and backup switches through VRRP. The
convergence layer use the Hirschmann two-layer switch MACR series, communicates with the core layer through
RSTP + L.A. 802.3ad, and the convergence layer network adopts the ring network, which is also realized by Link
Aggregation.The core layer i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vlan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econdary system in
different regions.The whole network architecture has redundancy of switch and link, which improves the stability
of LAN performance and reduces network failures.
Key words: MCCR；OSPF；VRRP；RSTP；Link Aggregation；VLAN；

0 前言

首钢京唐二期多模式连铸连轧无头生产线（以下简称 MCCR），该生产线的过程控制系统网

络架构由达涅利设计。全新的网络架构包括核心层和汇聚层，部分汇聚和应用层合二为一。整

个网络结构健壮，具备交换机主备冗余、链路结构冗余。

1 MCCR 核心层网络

1.1 MCCR 核心层网络设备分布

核心层采用 4 台赫斯曼三层交换机 MAR1040，该设备采用无风扇设计，提供 16 个千兆以

太网组合（COMBO）端口，每个端口包括一个 RJ45 以太网插槽和 SFP 插槽。双绞线以太网插槽

提供 10/100/1000m/s 网速，光纤 SFP 插槽提供 100/1000m/s 网速。每个组合端口根据实际使

用情况选择一个合适的插槽连接。前面板显示诊断信息，供电可以选择交直流 110-220V，图

像化（GUI）管理界面很方便管理。该设备支持网页、Telnet、HiDiscovery、

HiVision、V.24 interface（命令窗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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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CCR 核心层网络架构

三层交换机处于七层网络结构的网络层，三层交换机同路由器一样具有路由转发功能。核

心层四台交换机启用开放最短路径优先(OSPF)是一个内部网关路由协议。以 SSY01-A905 为例

阐述，SSY01-A905 使用（OSPF）该路由协议便收集该三层交换机的连接状态信息，也就是该

设备链路状态信息，同时生成四台交换机的链路状态数据库。这个链路状态信息描述了当前交

换机的链路，接口方式，邻居等相关信息[1]。链路状态数据库描述 SSY01-A905~ SSY01-A908

的拓扑结构的描述。SSY01-A905 交换机使用 SPF 算法，计算出最短路径，并将计算路径存入

SSY01-A905 的路由表。如果由于意外 SSY01-A905 离线，其余三台交换机将通过 SPF 算计，更

新各自的路由表。核心层网络连接如图 1所示。

图 1 核心层使用 OSPF连接示意图

Fig. 1 The core layer uses the OSPF connection schematic

SSY01-A905 交换机中 OSPF 路由协议的配置如下：

!IGMP Snooping

router ospf

router-id 10.0.0.10

enable

exit

1.3 MCCR 核心层网络物理链路冗余功能的实现

核心层的 4 台交换机功能划分 SSY01-A905 和 SSY01-A906 一对用于组建 MCCR 内部通讯网

络，内部通讯网络主要包括：MCCR 铸机、MCCR 隧道炉、MCCR 轧机。SSY01-A907 和 SSY01-A908

一对用于组建外部通讯网络。外部通讯网络主要包括转炉化验室、MES 系统等扩展部分系统。

以下以 MCCR 核心网中外部网络中 MES 系统为对象进行阐述。SSY01-A907 和 SSY01-A908 的冗

余技术通过虚拟路由器（以下简称 VRRP）技术实现。VRRP 实现的方法是将 SSY01-A907 设为主

交换机，将 SSY01-A908 设为从交换机，对外一致认为两台交换机是一台交换机，通过实际虚

拟出来的地址配置就行。每台交换机通过 GUI 窗口配置，设定每个交换机的接口地址。本例中

SSY01-A907 接口地址为 99.99.99.3，SSY01-A908 接口地址为 99.99.99.2，VRRP 对外虚拟的

地址 99.99.99.1。主从切换时通过 priority 值高低来决定谁为 MASTER，priority 默认为 100，

从下文的配置中可以看出 SSY01-A907 的属性设置为 120，为主交换机。主从的切换时还需要

有心跳线，设定一个专有的端口进行两个交换机直连，SSY01-A907 主交换机选确认后,另一个

交换机 SSY01-A908 作为备份路由器,从交换机并通过主交换机发出的 VRRP 报文监测主交换机

的运行状态
[2]
。在赫斯曼的交换机内部SSY01-A907交换机VRRP端口配置信息为interface 9/8

的形式，该端口为虚拟端口，交换机本身不存在这样的物理端口。VRRP 冗余的交换机配置内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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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Y01-A907 VRRP 的配置：

interface 9/7

ip address

99.99.99.3 255.255.255.0

ip vrrp 7

ip vrrp 7 mode

ip vrrp 7 ip 99.99.99.1

ip vrrp 7 priority 120

ip ospf

exit

SSY01-A908 VRRP 的配置：

interface 9/8

ip address

99.99.99.2 255.255.255.0

ip vrrp 7

ip vrrp 7 mode

ip vrrp 7 ip 99.99.99.1

ip ospf

exit

1.4 MCCR 核心层虚拟局域网的实现

MCCR 核心网络架构完成后，需要划分不同的虚拟局域网（以下简称 VLAN）来满足各个

区域使用。VLAN 是在所有冗余的交换机中配置一样的 VLAN 信息。划分 VLAN 可以将在同一

交换机或者不同交换机是同一 VLAN 的设备间进行相互访问
[3]
。同一 VLAN 内访问可以有效的

控制广播风暴，赫斯曼交换机的 vlan 划分可以通过端口或者 MAC 地址划分。在 GUI 可视化

窗口中选端口划分比较实用。配置完成后，直接保存便生效。MCCR 核心网络虚拟局域网目

前划分：内网包括达涅利一级、达涅利二级、轧机二级外部通信网络；外部网络包括 MES、

化验室、管理 vlan 等。划分 vlan 信息后，需要将交换机的内容通讯的 vlan 的路由功能开

启。整个交换机 vlan 配置不在赘述，以下为 MES vlan 信息划分为例介绍交换机的配置。

vlan 99

vlan name 99 "L3-SGJT"

vlan pvid 99

vlan participation auto 1

vlan participation include 99

exit

vlan participation include 99

vlan tagging 99

exit

2 MCCR 汇聚层网络

汇聚层的交换机处于数据链路层，不具备路由转发功能。MCCR 汇聚层采用多台赫斯曼

二层交换机 MACR104，该设备采用无风扇设计，提供 4个千兆以太网组合（COMBO）端口，

20 个以太网端口。组合端口中选用 SFP 插槽可以用于远距离光纤连接隧道炉和铸机汇聚网

络，光纤采用单模光纤，SFP 模块为单多模复用模块。汇聚层接入核心层和汇聚层的环网[4]

间连接采用 RSTP + L.A.802.3ad 方式。IEEE 802.3ad 是执行链路聚合的标准方法。可以

将多个以太网端口聚集成一个单独的虚拟以太网端口[5]。L.A.为 LACP 即 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为链路汇聚控制协议，是一种实现链路动态汇聚的协议。通过

L.A.802.3ad 方式可以实现新的高宽带链路，该链路可实现负载均衡，总带宽叠加、链路备

份[6]。MCCR 产线每台汇聚交换机通过两个端口进行聚合，避免汇聚环网内部以及汇聚网络

接入核心网络出现转发率过低以及丢包现象。RSTP-全称 Rapid spanning Tree Protocol

即 快速生成树协议。在环网中可以实现路径冗余，当网络结构发生改变时，给够快速收敛

网络[7]。同时能够避免报文在环网无限增生和无限循环。汇聚层网络连接示意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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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汇聚层网络连接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vergence layer network connection

MCCR 的汇聚网中的链路聚合端口仍然为虚拟端口，在赫斯曼交换机中汇聚的端口显示

为 addport 8/1 这样，以下以 SSY02-A902 的链路聚合信息介绍赫斯曼交换机的实际配置，

从图 2 汇聚网络图中可以看出 SSY02-A902 和 SSY02-A901、SSY02-A901 配置链路聚合。

SSY02-A902 交换机配置中将 5号和 6 号槽组合为聚合端口给 A901 连接，将 7号和 8号槽组

合为聚合端口给 A903 连接。链路聚合需先配置后连接避免环路产生。RSTP 在赫斯曼交换机

中默认是开启的。汇聚网中的 VLAN 信息划分同核心网络，应用层交换机多为非网管型交换

机，不在描述。以下为汇聚网中赫斯曼交换机 MACH104 端口链路聚合部分配置信息。

link-aggregation "LA to A901"

interface 1/5

addport 8/1

exit

interface 1/6

addport 8/1

exit

link-aggregation "LA to A903"

interface 1/7

addport 8/2

exit

interface 1/8

addport 8/2

exit

3 结论

本文以MCCR无头产线核心网络为中心，分析了MCCR产线网络架构，核心层组网方

式、汇聚层组网方式，并讨论了交换机冗余热备的实现，双链路端口集合的实现。赫斯曼

交换机备份还原非常方便， MCCR产线的网络稳定性将会大大提高，配置赫斯曼的管理软

件 HiVision 时刻监护网络状态，实现故障出现不停机，故障出现有报警显示。结合MCCR
产线的实现使用效果，现将产线使用赫斯曼交换机的效果总结如下：

（1） 核心层组网方式采用 OSPF的路由协议，并将交换机功能划分，并配置 VRRP实

现主备交换机无缝切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核心交换机的运转正常。

（2） 核心层、汇聚层通过划分 VLAN，解决了各个区域之间通讯问题，在很大程度缓

解带宽压力，缩小广播范围，提高了网络的性能。

（3） 汇聚层通过 RSTP + L.A.802.3ad方式组网，实现网络结构发生变化能够快速收敛，

链路端口聚合，增加了带宽，提高网络的质量，减少断线带来的网络结构变化，

增加网络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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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计量智能化控制系统实践
梁永伟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在目前汽车衡的远程计量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自动控制流程，提升系统结构性能，实施

自动计量系统流程，打破计量终端和汽车衡一一对应的局限性，实现一个计量终端操控多个汽车衡的

模式。实现计量流程的智能化运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企业精细化管理，杜绝人为舞弊现象，提高

企业的竞争能力。

关键词：计量；智能化；杜绝舞弊；效率

The practice of remote measurement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Liang Yongwei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41)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remote measurement mode of the truck scale, further optimize the
automatic control process, improve the structural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implement the automatic
measurement system process,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measurement
terminal and the truck scale, and realize the mode of one measurement terminal operating multiple truck scales.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demonstration of measurement process,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promote the fin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eliminate cheating,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measurement; intelligence; eliminate cheating; efficiency

0 前言

一直以来，电子衡器称重管理都是煤炭、水泥、石化、粮食、饲料、冶金、化工以及

所有需要电子磅计量行业中的难题。磅房常常远离管理部门，司磅人员的工作得不到有效

监控，而且每天大量的手工填单和计算工作极易发生错误和人为舞弊现象。这些问题的存

在，久而久之，日积月累下来都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规

模和产能的不断扩大，对称重管理要求不断提高，如何有效地智能化的管理称重数据，提

高工作效率，提高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是各企业的管理人员的追求目标。

实施远程计量的智能化控制系统流程，通过现场 PLC 集成控制现场执行设备。数据存

储转发控制系统实现 PLC 点位状态数据、车辆卡信息及计量信息采集，传递智能化计量系

统下发的控制指令等功能。实现智能化计量系统与实时数据库数值型信息交互。该系统的

实施，打破计量终端和汽车衡一一对应的局限性，实现一人多衡，一个计量终端操控多个

汽车衡的模式，实现了计量流程的智能化运行，极大地提高了计量效率。

1 技术难点分析

技术难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计量流程的设计，钢铁厂涉及收货进厂、销售出厂、厂内倒运、设备物资一车混

装等多种业务流程，对流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自动计量的先决条件；

(2)计量流程中异常处理：计量过程中会出现无计量申请单、皮重超差、未收货确认、

未打印小票等各种异常情况的发生，为了减少计量员介入的次数，需对计量异常情况考虑

的非常全面；

(3)防舞弊、防作弊设计：全自动计量过程中计量员完全不参与其中，对计量过程中

的作弊过程：包括车辆停放位置、历史皮重等情况的判断及告警全部由系统实现。

(4)实现计量过程中各状态的判断和监控，如计量车辆状态、PLC 正确读取称重仪表的

数据、PLC 与语音屏的正确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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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量系统与力控系统之间的通信采用的传统的 Modbus 工业协议，消除因网络异常

发生的指令失败问题产生的流程异常。

2 功能规划

远程计量的智能化控制系统是典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分为设备层、控制层、监控层、

管理层四个层次结构，是一个分布式的工业网络控制系统。其中设备层（现场执行设备）

负责将物理信号转换成数字或标准的模拟信号，控制层（PLC）完成对现场计量流程的实

时监测与控制，监控层（数据存储转发服务器）通过对多个控制层设备的集中管理，以及

与计量系统的信息交互，计量系统实现对计量数据进行管理、统计和查询，并实现与监控

层服务器的实时交互。系统功能架构如图 1所示：

3 功能规划

现场控制系统的设备层由红外对射、红绿信号灯、大屏幕、分屏、道闸、读卡器、照

明灯、计量仪表、打印机、确认按钮等构成。

控制层 PLC 程序设计实现汽车衡计量过程中的车辆精准定位、车辆防作弊监管、仪表

精准取数等技术问题，实现汽车衡自动计量控制。

智能化控制系统的监控层（数据存储转发系统）通过上位机与计量系统进行交互，提

供接口给物资计量系统。

系统管理层向控制系统传输车辆信息、异常信息、显示信息、打印信息，通过接口下

发到上位机。上位机实时获取计量系统下发的信息。整体系统集成见图 2。

4 功能实现

4.1 管理层子系统

图 1 系统功能架构
Fig. 1 System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图 2 系统集成图
Fig. 2 System integratio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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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员的自动计量模式体现于整个计量过程，计量员零操作的用户体验，车辆上衡，

司机刷卡确认信息后，系统自动判断车辆异常信息、保存称重信息、打印小票。

计量申请单作为计量重量保存的载体，同时作为与其他系统重量数据传递的介质，是

所有称重操作的源头，可根据业务创建包含收货、销售、退货和其他类型的计量申请单。

计量申请单作为计量重量保存的载体，同时作为与其他系统重量数据传递的介质，是

所有重量数据保存的源头。一旦发生重量数据错误，可通过此功能进行数据修改，灵活的

权限配置，可将此功能权限配置给专人进行操作，并且对所有的修改操作进行历史数据保

存。

由于拉的货物不同，每次装车程度不同，同一个车的毛重可能不同，但是写完车以后

的皮重还是大致相同的，未防止司机作弊，需要对司机的皮重进行历史数据分析，皮重变

化过大，在系统中产生异常并保存异常数据，由业务部门对汽车的皮重变化进行确认，有

效的达到防止作弊的效果。

权限管理分为权限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管理、用户组管理。分层权限管理，可实现

的效果是领过可配置的用户权限体系，权限是此模块的最小数据单元，为每一个菜单，每

一个按钮设计一个权限编码，达到灵活的可区分；一个角色可包含多个权限，同时一个用

户组可包含多个角色，一个用户又可分在多个用户组里。

4.2 数据存储转发控制子系统

数据存储转发控制子系统采用力控实时数据库系统实现。力控监控组态软件实现对现

场数据的采集与过程控制。它提供了良好的用户开发界面和简介的工程实现方法，可以实

现和完成监控层的各项功能，极大地提高了集成效率。数据存储转发控制系统结构见下图

3。

数据存储转发控制子系统采用力控实时数据库系统实现。主要实现如下功能：

(1)作为现场 PLC 控制器与物资计量系统的媒介，实现 PLC 点位状态数据、车辆卡信

息及计量信息采集，传递物资计量系统下发的控制指令等功能。

(2)通过实时数据库 Modbus Server，实现物资计量系统与实时数据库数值型信息交

互。

(3)通过自主开发的通信接口，实现物资计量系统与实时数据库之间字符信息的交互。

4.3 PLC 控制子系统

PLC控制系统作为底层控制设备，通过输入模块、输出模块及通讯模块来控制汽车衡

现场照明灯开关、上下衡红绿灯变化、道闸起落、称重仪表数据读取、语音显示屏的显示

播报。对于照明灯开关、道闸起落分为本地/远程两种控制模式。默认是远程模式，进行自

动计量；在设备检修或者网络异常的情况下，可切换到本地模式，进行本地计量或控制现

场设备。

4.4 设备层子系统

远程计量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了车卡识别、现场数据的自动采集、视频监控、现场语

图 3 数据存储转发控制系统图
Fig. 3 Data store and forward control system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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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对讲、重量判断、现场计量信息的展示、票据自动打印等功能。

4.4.1 车卡识别

计量前由相关单位将计量专用卡号与车号、物资名称、收货单位、发货单位等信息匹

配，形成计量预报，过磅时，司机刷卡后自动带出相关信息，进一步提高了计量效率，保

证了数据的准确性，责任明确，同时利用计量专用卡完成了卸货、验收、车辆作业跟踪等

管理。

4.4.2 数据采集

通过现场执行设备、PLC控制设备、实时数据库的存储转发，最终实现数据采集。现

场红外光电设备、道闸、红绿灯、称重仪表、语音显示屏等均接入 PLC控制柜，通过程序

控制接收和发送现场设备的状态。称重仪表通过 RS232接口接入 PLC，PLC实时接收仪

表的实时重量信息。语音显示屏通过 RS485接入 PLC，PLC 给语音显示屏实时下发显示

播报的内容。

4.4.3 视频监控

现场磅房安装有五台摄像机，分别监控车头、车斗、车尾、票据和室内，视频信息通

过网络传输到计量中心，计量人员可随时查看现场画面。所有视频监视根据输入条件，可

以进行录像查询和回放。

5 结论

本文通过分层次分布式的设计思路，描述了远程计量智能化控制系统的系统构成及相

关的技术实现原理。通过该智能化控制系统的实施，实现了计量流程的智能化、自动化、

精准化和透明化，构建了稳定的具备容错能力的无人值守网络化计量平台，使计量过程稳

定运行，提升计量效率，达到降低成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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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为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与探讨
刘海涛 陈长伟 王佳

作者：刘海涛，首钢工学院管理学院（北京石景山区，邮编 100144）

作者：陈长伟，首钢工学院（院办） （北京石景山区，邮编 100144）

“摘 要”

随着互联技术的发展，获取学习资源变得十分便利，教师可以由“教”为主，转变成指导学生利用丰富的学习资源，

自主学习为主。为此，笔者会计课程教学实践中，先对学生的学习基础、兴趣、意志等情况调研，对学生进行分类；再

依据建构主义教学思想，运用“项目教学法”和“任务教学法”，与学生共同制定“符合学生个性”学习目标和方法，

经过一个学期教学实践，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学习效率有了一定提高。

“关键字”： 化教为学； 混合式教学； 项目学习法、任务驱动学习法

人各有不同，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学习习惯是不同的，学生的学习需求是多样化。

过去由于教师数量有限，在教学实践中无法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现在互联网上具有丰富的学习

资源，将网上资源设计成学生感兴趣的，愿意主动学习的资源，并督促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兴趣主

动学习。将教学由教师“教”为主转化成学生“学”为主，既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又提高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建构主义学习的理论的教育家们就指出：学生学习是学生自己建构自己特有

的知识的过程。有效的学习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建构和掌握新知识的内涵，并将新的知

识与原有的知识拼接融合，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主动地对外部信息进行

选择、分析和加工,生成具有个人特色的知识。

据此，在进行“化教为学”教学模式实践中，笔者先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了解学生学习兴趣、学

习习惯、学习基础等特点，再根据教学大纲，设计相应的学习项目和任务；然后根据不同的学生的基

础推送与之相适应的网上教学资源，指导和督促学生自学相关课程，完成学习任务。最后，根据学生

的任务完成情况，对任务中涉及的知识和理论进行系统讲解和分析。这样，教师需要将更多精力用于

学习设计和学习指导，由过去教师“教”为主转变为学生“学”为主，根据笔者的实践，具体实施可

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根据项目教学法理念将课程大纲设计成多个学习项目

1.1 项目教学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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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学法起源于于欧洲的劳动教育思想，最早的模式是 18 世纪欧洲的工读教育和 19 世纪美国

的校企合作教育，经过发展到 20 世纪中后期逐渐趋于完善，并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思潮。其核心内容

是不再把教师掌握的现成知识技能传递给学生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寻找

得到这个结果的途径，最终得到这个结果，并进行展示和自我评价，学习的重点在学习过程而非学习

结果，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新的知识并锻炼各种能力。教师已经不是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而是成为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指导者和监督者。

由于项目教学对学生的自律能力要求过高，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学习动力方面不如企业员工那样迫

切，经验也没有企业员工多，直接应用项目化教学可能会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甚至流于形式。为此，

笔者进行课程项目化设计教学时候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其实质是任务驱动法教学模式，将课程大

纲分成多个相互关联的学习项目（大学习任务），每个项目的任务要求、学习过程，任务实训都有明确

要求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行动学习掌握基本理论和技能。在学生掌握了基本理论和技能后，在进行

第二阶段项目教学，把一些比较复杂，没有标准答案的项目布置给学生。

比如，在进行“纳税实务课程”的项目化设计时，第一阶段，先将不同的税务政策和知识点设计

成不同任务，这些都有标准操作规范和答案的。第二阶段，再引用企业中实际存在典型案例，让学生

设计纳税筹划的方案，这个需要综合运用很多知识和技能，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1.2 学习项目设计的思路及方法

在职业院校中大部分专业的课程通常分为理论理课程和实训类课程，不同的课程类型的学习目标

和侧重也是不同，学习方法也是各有特色的，因此，在进行课程项目化设计时候分为理论类课程项目

化设计和实训类课程项目化设计二个方面，具体如下

1.2.1 理论类课程学习项目设计思路及方法

由于理论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原理，遇到不熟悉的情况下能够运用原理解决问题，不仅要“知其

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了解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样无论技术环境和劳动

组织形式如何变化，学生都能更好的适应。

由此，理论课的学习项目设计时，应首先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理论自身的演进历史，通常理论

演进的历史和学生认知特点是一致的，按着理论演进的历史设计更容易些。比如，进行基础会计课程

项目设计的时候，考虑到结绳记事是会计的萌芽，结绳记事本质是一种会计报表，就将“初识简易会

计报表”作为基础会计的第一个项目，简易报表中的项目也没采用专业的会计科目，而是采用学生容

易熟悉的项目，比如，标准会计报表中的固定资产，在简易报表中就使用房产、设备等来替换。这样

学生掌握基本会计报表填列原理和方法后，再进行第二项目“运用复式记账法”，学生就比较容易理解

为什么要固定资产代替房屋和设备了，以及使用复试记账法的原因。

1.2.2、实训类课程学习项目设计思路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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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实训课主要目的是掌握知识和练习技能，以便学生今后工作中能更快完成企业交给的任务，，

由此，实训类课程的学习项目设计，应依据企业实际工作场景(过程)进行设计。在现实中，企业工作

场景会涉及多个知识，有些知识是需要其他课程在后续详细讲解的，建议将这些知识进行黑箱处理，

也就是学生先不必系统的知道这些知识和原理，只知道技能操作即可。

比如，笔者在进行“增值税申报项目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增值税的计算涉及到关税和消费税，

关税和消费税的申报也涉及到增值税，属于彼此嵌套的关系，笔者就将关税和消费税的计算过程进行

黑箱处理，告诉学生这二个税的计算和申报以后详细学习，先了解计算增值税的税基要包括消费税和

关税就可以了。

2、 根据学习项目设计学习任务

2.1“任务驱动学习法简介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以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为基础的，这种教学方法将传统教师教授理论和知识的教

学方式，转变为教师指导学生，通过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将再现式教学转

变为探究式学习，使学生处于积极的学习状态，每一位学生都能根据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理解，运用共

有的知识和自己特有的经验提出方案、解决问题。

2.2 学习任务设计的思路及方法

设计完学习项目后，需要根据学习项目设计学习任务，每个学习项目通常由多个互相关联的学习

任务构成，学习任务顺序可以采用先易后难，先近后远的规律进行梯度安排。

设计学习任务的主要目的是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明确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具体应用领域。

为便于学生自主完成学习任务，任务选题不仅要和教学标准中的理论知识密切相关，还要尽量从学生

感兴趣或者以前比较熟悉领域中选择。同时，每个任务要配有相应的学习路径和学习资源，以及完成

任务的质量标准和考核方式。考虑学生的兴趣和基础不同，学习任务需要分不同类型和层次，同时要

尽量缩短每个任务学习和实训的时间。

比如，笔者在进行“增值税申报项目”的子任务设计的时候，将每个任务都分成任务描述、学习

指导和任务实训三个部分，任务描述部分明确学生应该完成具体任务，比如：假设你是 XX（自己姓名）

商贸公司的会计，该公司销售发票有 10 份，共计 20 万元，采购发票 6 份，税率 6%的专票 4 份，合计

3 万元，税率 13%专票 2 份，合计 4 万元，无其他特殊情况，请您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任务指导

部分，给学生提供了学习路径建议、学习视频资源和文件资源，同时鼓励学生自己探索解决问题，完

成任务的路径。任务实训部分，给学生提供了完成任务所必须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资料和工具。

同时，笔者将每个任务的学习时间控制在 5-20 分钟内，任务实训的时间也尽量控制在 10 分钟内，

这样可以避免学生畏惧学习时间过长而放弃学习。为此，笔者将“增值税申报项目”分为“一般小规

模纳税人申报”、“特殊（差额申报）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简易计税一般纳税人申报”、“一般计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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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申报”、“农产品收购企业纳税人申报”等九个任务，有的任务下面还有子任务，比如“一般计价

纳税人申报”任务还分为“客运发票抵扣申报”、“进项税额转出申报”等，这些子任务形成一个彼此

相关的任务链，每个任务链的实质就是一个项目，相互关联的项目再组成课程，这样课程形成一个的

大任务地图并和学生以前的知识和经验相拼接，从而内化成学生的关键职业能力。

3、 根据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集中讨论（授课）和个别指导

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老师根据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特别是很多学生都出错的地方，进行集中讨

论，讨论学生们出错的原因，对错误的原因进行深度分析，通常能分析出理论和知识中的重点和难点。

比如，笔者通过检查发现，学生在完成“编制简易资产表”的任务时候，针对大部分孩子“利润

留存”（正式报表应为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为便于初学者理解，我改成了利润留存）填写错误，我

就侧重讲解利润的计算与资产和负债的关系，实际上通过学生这个错误，我系统讲授六要素以及资产

与权益的平衡关系。由于学生在此犯了错误，听的时候也就更认真了，还会积极与我讨论，比以前直

接讲授六要素效果要好很多。

4、定期进行学习效果调查和评价，不断完善任务设计和学习资源

据笔者所知“化教为学”的教学模式在我国职业院校中应用极少，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在具

体实践过程中，需要不停的进行调整和完善。

例如，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通常开始进行“化教为学”教学方法实践时，会有 10%的学生不去

听课，不提交任务，对于这部分学生老师可以单独了解具体原因。如果是由于基础知识薄弱，学不懂

教师推送的教学资源，就推送一些更基础教学资源，设置一些更简单任务，并帮助学生制定补习基础

知识的计划；如果是由于学生自制力比较差，或者没有学习兴趣，就和学生共同商量学习任务，允许

学生前期可以只完成部分简单任务，逐步培养学生的自制力。

另外，笔者每月都使用“问卷之星”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匿名调查，改进和完善学习设计和教

学资源。问卷调查以学习任务完成的质量为目标，将影响学习任务质量因素逐一分解列出，以便及时

发现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障碍。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学生主要反映的问题有，自学的时候缺少学习气氛，

自律性差，为此，笔者让学生自愿组成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有 3-6 学生，组名大家自己商量起，

组长采用轮流当，大家通过微信群互相督促，讨论如何学习和完成任务，每个月教师和学生共同评出

本月最佳学习小组。还有的学生反映推荐的学习资料有点枯燥，笔者就自制一些教学资源，同时鼓励

学生自己搜索学习资料。

根据以上四个步骤，笔者从 2019 年进行“化教为学”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效果都有了一定的提高。特别是 2020 年春，受新冠肺炎的影响，教育部要求各级学校“停课不停学”,

学生自主学习时间更多了，“化教为学”需求更迫切了，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也更强烈了。为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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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抛砖引玉，分享自己对“化教为学”理论认识和实践过程，希望能和更多教师共同探讨“化教为学”

的教学模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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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FD超细磨用搅拌装置关键参数影响研究*
孙小旭 1,2 祝启恒 1,2 姚建超 1,2 何建成 1,2

（1.北矿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160；2.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160）

摘 要：在分析超细磨技术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盘式、螺旋式、叶轮式、棒式四种常用搅拌装置型式，确定了盘式是较

为适合的超细磨用搅拌装置。利用计算机仿真流体力学建立了仿真分析模型，进行仿真分析。通过仿真得到了搅拌装置的流

场分布状态和输入功率变化情况，重点分析了转速、搅拌元件直径、间距、面积比与流场、功率间的影响关系及变化范围。

通过仿真明确了搅拌转速的范围为 300~800 r/min，搅拌元件直径的范围在 150~170 mm，搅拌元件间距的范围为 30 mm左右，

空隙面积比的范围为 0.15~0.35。各参数的确定为实验和工业中超细磨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关键字：超细磨；盘式搅拌装置；CFD；流场；输入功率

中图分类号：TD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92(2020)01-0000-00

伴随着国内外矿物的深度开采和加工，贫、细、

杂矿物逐渐进入矿物采选冶领域，有用矿物的嵌布

粒度越来越细，且普遍存在于国内外有色、黑色、

非金属矿物及化工，石油等领域。为有效提高有用

矿物品位，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产品适用性等，高

效超细磨技术及设备逐渐进入粉磨领域，且其作用

也越来越重要。以国内某种需要超细磨的浆料为例，

为满足工艺需求和产品性能，该浆料必须细磨至 d90
≤10μm，且其固含量低（≤35%），黏度高，而现

存装备具有效率低、能耗高、实用性差等缺点[1]。

因此，亟需研究用于高效超细磨的技术及装备。

众所周知，用于超细磨技术及装备的关键参数

主要包括结构和工艺参数，本文主要研究了搅拌装

置关键结构参数与超细磨装备流场及功率间的相

互影响关系[2]。

1 搅拌装置选择

搅拌装置是细磨、超细磨技术及装备的关键部

件，搅拌装置一般由搅拌轴和数量不等的搅拌元件

组成，搅拌元件带动介质从而产生细磨作用，其结

构形式对介质运动特性具有重要影响。常见搅拌装

置如图 1所示，主要有盘式、螺旋式、叶轮式和棒

式四类，四类搅拌装置对应的搅拌元件分别为搅拌

盘、螺旋、叶轮和搅拌棒。通过对常用搅拌装置分

析可知，盘式搅拌装置由搅拌轴和多层盘形搅拌元

件组成。搅拌盘工作面积较大，容易使介质产生较

强的轴向和径向运动。其搅拌作用很强，承受磨损

的能力也较强，而且在较高的输入转速下，内部可

以获得较高的能量输入，介质和矿浆的运动更加紊

乱，比较符合高效超细磨技术的要求[3]。同时，搅

拌盘形状简单，加工制造容易，工作阻力小，适用

性好，既可以立式工作，也可以卧式工作，是目前

较适合高效超细磨技术的装置。

1) 盘式 2）螺旋式 3）叶轮式 4）棒式

图 1 常用搅拌装置类型

Fig.1 Common type of agitators

2 模型构建及分析
2.1 计算流体力学

计算流体力学（CFD: Computational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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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是 20世纪 70年代初逐渐形成的仿真计

算方法，将流体分析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求解，

建立各种条件下的守恒方程[4]，通过计算机求解各

种条件下的偏微分方程，得到流体控制方程的近似

解，进而实现对流场及相关参数的仿真分析[5]。

2.2 模型建立

以盘式搅拌磨机为模型进行建模，适当简化，

以水作为媒介，流体运动形式为湍流[6]，仿真模型

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盘式搅拌磨机

Fig.2 Structure of disc stirred mill

2.3 网格划分

四面体网格适合较为复杂的几何图形，简单方

便；六面体适合表征两相交界面，形貌清楚，质量

较高。本模型采用四面体网格进行划分，共划分出

455 394个网格。如图 3所示。

1）搅拌装置网格

2）筒体网格

图 3 模型网格

Fig.3 Model mesh

3 仿真分析及结果讨论

3.1 转速影响分析

选取多个速度值进行仿真分析，其中 150、300、

500、800 r/min 下的仿真结果如图 4所示。

由图 4中知，不同转速下的速度分布情况较为

类似，速度大小的分布很不均匀：在搅拌装置附近

以及其外缘到筒壁间，速度梯度较大；其余部分，

包括搅拌元件之间及搅拌装置上部，其速度梯度较

小。因此可认为磨机的细磨作用主要发生在搅拌装

置周围及到筒壁之间区域，在其它区域，细磨效果

较差。在流线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转速增加，流场

的流线形状基本一致，在搅拌装置附近形成明显紊

流运动，验证了搅拌装置附近是细磨作用主要发生

区域的观点。

从图 4可知速度越大，细磨效果越佳，但是通

过图 5分析可知，随着速度增加，输入功率呈几何

倍数增加，因此，在确定搅拌装置速度时要综合考

虑研磨强度、输入功率等多方面因素，实验室常规

应用的速度值一般在 300~800 r/min。

1）n=150 r/min

2）n=30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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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500 r/min

4）n=800 r/min

图 4横截面速度云图和流线图

Fig.4 Cross sectional velocity nephograms and flow charts

图 5 不同速度下的输入功率

Fig.5 Power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speed

3.2 搅拌元件间距影响分析

为保证盘与盘之间有充足的空间使介质通过，

且达到较好的相互作用效果，在相同条件下，选取

多个不同的盘间距进行仿真分析，其中盘间距为 30、

40、50 mm 的仿真结果如图 6所示。

从图 6可知，随着盘间距增大，流场流速与梯

度基本保持不变，即盘间距对流速影响不大；但在

流线图中，随着盘间距变大，流体紊流运动增强，

即细磨作用更强烈，细磨效果更好。

如图 7所示，功率随着盘间距的变化而变化，

但稳定在一定的区间内，在间距为 30 mm 时达到最

大值。故在满足制造工艺与实际应用的前提下，适

当增大间距可以提升细磨效果。

1）间距 30 mm

2）间距 40 mm

3）间距 50 mm

图 6 不同间距速度云图和流线图

Fig.6 Velocity nephograms and flow charts of different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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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间距的输入功率

Fig.7 Power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distances

3.3 搅拌元件直径影响分析

为确定搅拌盘直径的影响，改变搅拌盘直径并

逐一进行仿真，得出筒体内速度流线、云图及输入

功率，如图 8、9所示。

1）直径 150 mm

2）直径 170 mm

3）直径 200 mm

4）直径 220mm

图 8 不同直径的速度流线及云图

Fig.8 Velocity contours and cross section flow chart of different

diameters

图 9 直径与输入功率的关系

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meter and power

由图 8分析可知，当直径为 150、170 mm时，

在搅拌盘之间及搅拌盘外缘区域，流体运动强烈且

存在较大速度差，有利于介质的碰撞摩擦，因此可

以认为此区域的细磨效果最佳。

在层流区输入功率与搅拌元件直径的d3成正

比，在湍流区搅拌功率与搅拌元件直径的d5成正比，

但由于直径变化会导致搅拌装置、筒体之间的几何

关系（d/D）发生变化，当 d/D 发生变化时，搅拌

功率准数NP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必须给予修正，对

于常用搅拌装置其修正系数如下：

93.0)
3
(

d
Df 

（1）
则搅拌装置的计算功率输入如下所示：

53' dNfNP P （2）
图 9为直径与输入功率的关系曲线图，随着直

径 d 的增加，输入功率与d5基本成正比，表明仿真

分析对功率预测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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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搅拌元件空隙面积比影响分析

空隙面积比（空隙与搅拌元件的面积比）是影

响细磨效果的重要参数之一，在不同比值下进行仿

真分析，并讨论分析结果。

图 10为不同比值下的速度流线图及云图，分

析可知，随着比值增加，径向流动变剧烈，相邻两

搅拌元件间的湍流运动也随之增强，因此增大面积

比可以有效强化作用区域并增加径向流动，强化细

磨效果。

1）比值 0.06

2）比值 0.17

3）比值 0.27

4）比值 0.36

图 10 不同比值下的速度云图和流线图

Fig.10 Velocity contours and cross section flow chart of

different ratio

图 11 不同比值与输入功率之间的关系

Fig.11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ratio and power

图 11为不同比值与输入功率之间的关系，从

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面积比的增大，输入功率也随着

增加，且比值在 0.15~0.35左右时影响更为明显。

4 结论

针对嵌布粒度较细矿物对超细磨技术及设备

的要求，通过对现有搅拌装置类型进行分析，确定

了适用于超细磨技术及装备的盘式搅拌装置，利用

CFD仿真分析技术，明确了盘式搅拌装置的细磨机

理，分析了直径、转速、间距、面积比等多个关键

参数对细磨效果的影响规律，得到了各参数的取值

范围，为实验及工业技术及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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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复杂多金属矿低尾化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钱志博 朱阳戈 孙志健 于 洋 周少珍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矿物加工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60）

摘 要：矿产资源在选矿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尾矿，既是资源的浪费，又是环境污染源。因此，开展低尾化乃至无尾化综合利

用研究，最大程度提高资源利用率是未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必由之路。本文在研究国内某复杂多金属矿综合利用时，通

过分析所含矿物的基因属性、赋存状态以及嵌布关系，先后进行了钽铌精矿、方解石精矿、锂精矿、云母精矿、长石精矿、

石英精矿共计 6个产品的选别回收，实现了除少量泥质、铁屑之外的全产品、无尾化综合利用技术路线，可为以后同类型复

杂多金属矿的综合回收提供思路借鉴。

关键词：多金属矿；低尾化；综合利用；钽铌矿；锂辉石；方解石；云母；长石；石英

中图分类号：TD923 文献标志码：A

Research on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of Low Tailing of
a Complex Polymetallic Ore in China

QIAN Zhibo ZHU Yangge SUN Zhijian YU Yang ZHOU Shaozhen
(BGRIMM Technology Group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neral Proces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160)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tailings produced by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mineral processing are not
only a waste of resource, but als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ources. Therefore, it is the only way to develop and
utilize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to study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low tailings and even untailings.
Based on the study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a domestic polymetallic complex 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 properties, occurrence state and disseminated relationship of contained minerals, tantalum niobium
mineral, spodumene, calcite, mica, feldspar and quartz, a total of six products, are recycled successively,
implementing all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route except a small amount of clay, iron products, which
provides a thinking model for comprehensive recovery of the same kind of complex polymetallic or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olymetallic Ore; Low Tailing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Tantalum Niobium Mineral; Spodumene;
Calcite; Mica; Feldspar; Quartz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明确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
[1]。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快

速推进，资源的需求刚性增加。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国矿产

资源的开发利用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该如何更好地服务和助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了当前面临的时代课

题[2]。

众所周知，矿产资源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一个国家对矿产的开发利用程度，代表着这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矿产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随着人类不断地开

采利用，有些矿产可能会短缺甚至枯竭[3]。基于此，解决当前时代课题的必由之路就是开发利用好现有的矿

产资源，实现综合利用率最大化，实现低尾化乃至无尾化。

针对国内某复杂多金属矿，秉承实现综合利用率最大化的原则，本文开展了相应选别试验研究，采取

的技术路线先后实现了钽铌矿、方解石、锂辉石、云母、长石和石英的高效回收，使得整个流程过程中除

少量铁屑和泥质外，均可作为产品加以利用。

1 原矿性质分析

经化学成分分析及 X-射线衍射分析可知，矿石中除石英、钾长石、钠长石外，主要有价矿物为含锂矿

物和钽铌矿物。矿石中 Li2O 的品位为 1.05%，含锂矿物主要为锂辉石，其次为含锂白云母。钽铌矿物绝大

部分为铌钽铁矿，偶见铌钽铀矿。除上述矿物外，矿石中还有少量黑电气石、方解石、高岭石等其他矿物。

矿物组成及相对含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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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矿石的矿物组成及相对含量

Tab.1 Mineral composition and relative content of ores
矿物名称 矿物含量，% 矿物名称 矿物含量，%

锂辉石 11.22 石英 30.97
锂绿泥石 1.04 钾长石 14.11
锂磷铝石 1.15 钠长石 15.57
锂电气石 1.01 高岭石 3.34
黑电气石 2.67 方解石、白云石 6.17
白云母 9.43 磷灰石 1.28
绿柱石 0.18 金云母 0.50
铌钽铁矿 0.04 铯榴石 0.03

磁铁矿、赤铁矿 0.25 其它 0.84
磷铁锰矿 0.21 合计 100.00

综合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以及矿物种类及相对含量，考虑回收的矿物主要为锂辉石、铌钽铁矿、白云母、

钾长石、钠长石和石英等。在研究中还发现 Rb 和 Cs 主要以分散形式赋存于钾长石和白云母中，所以在选

别过程中以收集长石精矿和云母精矿的形式回收 Rb 和 Cs。

关于主要回收的矿物，本文进行了相关基因属性、赋存状态以及嵌布关系的研究。矿石中锂辉石、白

云母以及长石、石英等矿物之间的共生边界较为平整，嵌布关系比较简单；而且这些矿物的粒度整体较粗，

在+0.074mm 粒级中的占有率普遍在 85%以上，这对目的矿物的解离有利；解离度测量结果显示，当磨矿细

度在-0.074mm 占 60%，目的矿物的单体解离度均达到 80%以上。矿石中锂的赋存状态是影响锂回收率的最主

要因素，结果显示，仅有 62.78%的锂元素赋存于有利用价值的锂辉石中，而该锂辉石中的 Li2O 含量仅有

5.74%，故产出高于该品位的锂精矿的可能性不大。钽、铌主要赋存于铌钽铁矿中，由于其粒度整体较细，

且矿石中还存在一定量的磁铁矿、赤铁矿、褐铁矿等比重较大或者具有磁性的矿物，在对钽、铌矿物的磁

选或者重选过程中，不易与这些矿物分离，故也会对精矿品位造成一定影响[4-5]。

总之，由于矿石中锂、铷和铯的赋存状态较为复杂，钽铌矿物粒度分布较细，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物

理化学性质相似，故该矿石为复杂多金属矿石。考虑到要综合回收 6 种产品，必将导致该矿石在选矿过程

中存在工艺复杂、选别流程较长的特点。

2 选别试验研究

2.1 钽铌选矿试验

钽铌矿物比重较大且性脆、容易泥化[6]，一般采用重选先丢弃大部分脉石矿物，获得低品位混合粗精矿，进

入精选作业的粗精矿矿物组成复杂，一般含有多种有用矿物，分选难度大，通常采用多种选矿方法如重选、磁选、

浮选或选冶联合工艺进行精选，从而达到多种有用矿物的分离[7-8]。对于该矿石钽铌矿物的回收，为了不影响后

续锂辉石的浮选，前期建议采用全重选或磁选-重选联合选别方法回收钽铌矿物。

首先进行了不同磨矿细度条件下的全重选试验以及磨矿细度为-0.074mm 占 70%条件下的磁选-重选联合选

别试验。

试验流程见图 1、图 2 和图 3，试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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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钽铌矿物选别试验结果

Tab.2 Test results of tantalum-niobium mineral

试验条件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Ta2O5 Nb2O5 Ta2O5 Nb2O5

50% -0.074mm 磨

矿细度条件下重

选试验

云母 0.180 0.0121 0.0243 0.16 0.34

铁屑 0.043 0.0105 0.0117 0.03 0.04

钽铌精矿 0.159 3.6509 3.4762 42.17 43.01

中矿 1 1.854 0.0122 0.0106 1.63 1.52

中矿 2 4.987 0.0049 0.0029 1.76 1.12

中矿 3 0.477 0.0281 0.0229 0.97 0.85

中矿 4 1.897 0.0147 0.0103 2.02 1.51

尾矿 1 13.311 0.0076 0.0073 7.30 7.51

尾矿 2 77.092 0.0079 0.0074 43.96 44.10

原矿 100.000 0.0139 0.0129 100.00 100.00

70% -0.074mm 磨

矿细度条件下重

选试验

铁屑 0.044 0.0039 0.0051 0.01 0.02

钽铌精矿 0.267 2.5764 2.4462 50.47 51.14

中矿 1 3.290 0.0147 0.0143 3.51 3.64

中矿 2 0.531 0.0039 0.0034 0.15 0.14

中矿 3 1.000 0.0159 0.0079 1.15 0.61

中矿 4 1.352 0.0087 0.0057 0.85 0.6

尾矿 1 27.105 0.0076 0.0084 14.95 17.63

尾矿 2 66.411 0.0060 0.0051 28.91 26.22

原矿 100.000 0.0138 0.0129 100.00 100.00

磁选-重选联合选

别试验

铁屑 0.064 0.0134 0.0172 0.06 0.09

钽铌精矿 0.185 3.3579 3.5763 44.08 54.42

中矿 1 0.250 0.0525 0.0772 0.93 1.59

中矿 2 1.685 0.0171 0.0257 2.04 3.56

尾矿 1 95.925 0.0070 0.0039 47.64 30.77

尾矿 2 1.891 0.0391 0.0615 5.25 9.57

原矿 100.000 0.0141 0.0122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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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3种不同试验流程结果表明，钽铌回收无论是采用全重选流程，还是采用磁选-重选联合选别流程

均能获得较好的选别指标。考虑流程方案的简约性和易操作性，同时为了更有利于后续锂辉石的选别，故

决定磁选-重选联合选别流程进行钽铌矿物的回收。

随后，本文进行了不同磨矿细度、不同磁场强度的选别试验，获得相关最优参数，最后进行了钽铌回

收全流程试验。试验流程如图 4 所示，试验结果见表 3。

图 4 钽铌矿物磁选-重选联合试验流程

Fig.4 Combined process for magnetic separation and gravity separation of Tantalum-niobium mineral

表 3 钽铌矿物磁选-重选联合试验结果

Tab.3 Combined test results of tantalum-niobium mineral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Ta2O5 Nb2O5 Ta2O5 Nb2O5

钽铌精矿（高） 0.023 20.5136 22.4020 33.87 41.60

钽铌精矿（低） 0.006 7.0474 9.5092 2.96 4.49

富中矿 0.041 0.9903 1.2794 2.97 4.31

细粒尾矿 1.522 0.0799 0.1052 8.81 13.04

粗粒尾矿 2.836 0.0155 0.0181 3.17 4.18

铁屑 0.089 0.0134 0.0157 0.09 0.11

磁选尾矿 95.483 0.0069 0.0041 48.13 32.27

原矿 100.00 0.0138 0.0123 100.00 100.00

由表 3 可知，高品位钽铌精矿含 Ta2O5 20.51%、Nb2O5 22.40%，回收率为 33.87%、41.60%；低品位钽

铌精矿含 Ta2O5 7.05%、Nb2O5 9.51%，回收率分别为 2.96%、4.49%；钽铌总回收率分别为 Ta2O5 36.83%、

Nb2O5 46.09%。

2.2 锂辉石选矿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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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艺矿物学分析结果可知，原矿中含有方解石以及少量磷灰石等易浮脉石，这些矿物如不预先脱除，

一是进入锂精矿中作为杂质元素拉低精矿品级，二是进入选锂尾矿中，增加后续选别云母、长石的酸耗量[9]。

因此，在选锂之前，采用脂肪酸类捕收剂在弱碱性条件下进行易浮脉石的脱除。试验结果表明，油酸作为

捕收剂脱除易浮脉石效果较好[10]，当 CaO 和 P2O5 的脱除率分别达到 60%左右时，Li2O 回收率损失在 10%
以下。

脱除易浮脉石之后，本文进行了锂辉石浮选试验，采用“碱性调浆—金属离子活化—脂肪酸类捕收剂

正浮选”流程进行[11-12]。然而在试验中发现，该矿石中锂辉石矿很多都发生了粘土化反应，部分已经蚀变成

泥质化严重、可浮性差的腐锂辉石。它虽然具有锂辉石矿物的假象，但 Li2O 含量已大幅度流失[13]。对于这

种泥质化蚀变型锂辉石矿，采用上述传统闭路流程，锂精矿中 Li2O 品位和回收率均较开路试验有所降低。

闭路结果如表 4 所示，开路结果见表 5。
表 4 锂辉石浮选闭路试验结果

Tab.4 Closed-circuit test results of spodumene flotation
产品名称 产率，% Li2O 品位,% Li2O 回收率,%

磁选精矿 4.76 1.25 5.74

易浮脉石 7.03 1.38 9.36

锂精矿 14.48 3.12 43.61

锂尾矿 73.73 0.58 41.29

原矿 100.00 1.04 100.00

表 5 锂辉石浮选开路试验结果

Tab.5 Open-circuit test results of spodumene flotation
产品名称 产率，% Li2O 品位，% Li2O 回收率，%

磁选精矿 4.52 1.26 5.53

易浮脉石 7.84 1.29 9.82

锂精矿 12.94 3.83 48.19

锂中矿 1 3.34 1.29 4.18

锂中矿 2 6.31 0.84 5.15

锂中矿 3 9.50 0.73 6.74

锂中矿 4 7.85 0.88 6.71

锂中矿 5 4.16 0.39 1.58

锂尾矿 43.54 0.32 12.10

原矿 100.00 1.03 100.00

从表 4 和表 5 的结果来看，该矿石的锂辉石浮选适宜采用开路流程，此时锂精矿 Li2O 品位为 3.83%，

Li2O 回收率为 48.19%。究其原因，锂辉石发生蚀变后，不仅自身可浮性变差，而且产生大量次生泥[14]。同

时，原矿中含有质量分数约为 5%的高岭石、绿泥石等粘土类矿物，在磨矿中也容易发生泥化现象[15]。这些

次生矿泥将不仅增加药剂消耗量，恶化药剂的选择性，而且会形成罩盖现象，阻止有用的矿物的上浮[16]。

从试验现象也可以看出，中矿矿浆中漂浮着大量矿泥，且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多而快速累积。矿浆粘度增大，

泡沫变虚、矿化变差。综上所述，该矿石锂辉石浮选宜采用如下开路流程进行回收，具体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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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药剂用量，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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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同

图 5 选锂推荐试验流程

Fig.5 Recommended process for spodumene separation

对上述锂精矿进行反浮选提质降杂，锂精矿最终 Li2O 品位可以达到 4.58%。

2.3 云母、长石选矿试验

选锂尾矿经脱泥后，本文进行了回收云母、长石的试验研究。

浮选法为回收云母矿物应用最广泛的选矿方法，包含酸性阳离子法、碱性阴阳离子法以及二者联合法，

常用捕收剂有十二胺、椰油胺等[17]。关于长石的浮选，一种说法是用油酸类药剂进行浮选，铝盐虽在酸性

介质中抑制长石，而在弱碱性介质中活化长石；另一种说法是在酸性矿浆中，用氢氟酸活化，用阳离子捕

收剂优先浮选长石[18-19]。第二种方法应用较为广泛。然而，由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有氟工艺逐渐被禁止使

用，故本文采用的是有酸无氟工艺，选择的捕收剂为阳离子混合捕收剂 BK435-1。
经条件试验后，最终选用的云母、长石综合回收试验流程如图 6 所示，试验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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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云母、长石回收试验流程

Fig.6 Flotation test process for mica and feldspar

表 6 云母、长石回收试验结果

Tab.6 Flotation test results of mica and feldspar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K2O Na2O Al2O3 SiO2 K2O Na2O Al2O3 SiO2

磁选精矿 4.52 2.59 1.64 16.18 57.14 3.24 3.48 5.20 3.76

易浮脉石 7.84 2.29 1.32 14.50 41.86 4.97 4.86 8.09 4.78

锂精矿 12.94 1.55 0.61 22.79 48.19 5.56 3.71 20.99 9.08

泥 3.98 3.02 1.50 9.35 69.50 3.33 2.80 2.65 4.03

云母精矿 9.95 7.02 0.82 25.53 54.27 19.35 3.83 18.08 7.87

长石精矿 29.15 7.10 5.27 17.91 67.47 57.33 72.12 37.16 28.65

尾矿 31.62 0.71 0.62 3.48 90.79 6.22 9.20 7.83 41.83

原矿 100.00 3.61 2.13 14.05 68.64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4 推荐选矿工艺

前面 3 个小节分别介绍了钽铌矿物的回收、锂辉石的回收以及云母、长石的回收，形成的整体的推荐

选矿工艺流程如图 7 所示。从该流程可以看出，产品有高品位钽铌精矿、低品位钽铌精矿、锂精矿、云母

精矿、长石精矿。除此之外，镜下结果显示，尾矿中大部分矿物为石英，矿物量达到 90%以上，且大部分为

单体；易浮脉石中主要矿物为方解石；铁屑中主要为金属铁以及少量磁铁矿。所以，尾矿可以作为石英精

矿，易浮脉石可以用来提纯生产方解石。关于在回收钽铌矿物的磁选-重选联合选别流程中产生的富中矿、

细粒尾矿和粗粒尾矿，由于里面含有较高的 Li2O 品位，所以可以直接合并与磁选尾矿一起进行易浮脉石的

脱除，进而进行含锂矿物的回收。因此，整个流程走下来，除铁屑及少量泥质外，综合回收了钽铌精矿、

方解石精矿、锂精矿、云母精矿、长石精矿以及石英精矿。具体产品指标如表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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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矿

磨矿 70% -0.074 mm

      分 级

+0.074 mm -0.074mm +0.038mm -0.038 mm

1.1T
         磁 选

         磁 选
100kA/m

再磨 70%-0.043mm

+0.043mm -0.043mm

铁屑

钽铌精矿（高）

钽铌精矿（低）

细粒尾矿

粗粒尾矿

     摇 床     摇 床     摇 床

     摇 床     摇 床      摇 床

     摇 床      摇 床

摇 床

     分 级

         、 磁 选
100kA/m

摇 床

富中矿

摇 床

锂粗选

易浮脉石  浮选
油酸210；2#油 16

碳酸钠 2000；
氢氧化钠 100030

木质素  3002

硝酸铅  4002

油酸  6005

2 草酸 400
2 油酸 65；BK436  40

锂精选二

4

4

6

2

2 草酸 200

2 油酸 40：BK436  24

锂精选一

锂精矿

4

2 草酸 200

2

锂精选三

油酸 26：BK436  16

易浮脉石 硫酸 pH 2-32

十二胺 502

4

4

6

5

4

2

2

2

云母精矿

云母 粗选1

云母 粗选3

云母 精选1

云母 精选2

云母 精选3

泥

脱 泥

4

云母 粗选2

硫酸 pH 2-31
十二胺 25 ；2#油  10；柴油 152

2#油  10；柴油  25

十二胺 8；2#油 10
柴油 15

           十二胺 25；
2#油 10；柴油 15

    硫酸 pH 2-3

硫酸 pH 2-3

硫酸 pH 2-3

4

4

硫酸 pH 2-3

BK435-1 2500；2#油 20

2

2

尾矿

2硫酸 pH 2-3

2硫酸 pH 2-3

4

长石精矿

4 4

硫酸 pH 2-3

BK435-1 625；2#油 10

2

2

长石 粗选

长石 精选1

长石 精选2

长石 扫选1

长石 扫选2

硫酸 pH 2-3

BK435-1 625；
2#油 10

2

2

硫酸 pH 2-3 2

22#油 10；BK435-1 625

硫酸 pH 2-3 2

2BK435-1 625；
     2#油 10

碳酸钠 2000

图 7 推荐选矿工艺流程

Fig.7 Recommended benefici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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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全流程试验结果

Tab.7 Test results of the whole process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Ta2O5 Nb2O5 Li2O K2O Na2O Al2O3 SiO2 Ta2O5 Nb2O5 Li2O K2O Na2O Al2O3 SiO2

钽铌精矿(高） 0.023 20.5136 22.402 0.09
/ / / /

33.87 41.6 0.002
/ / / /

钽铌精矿(低） 0.006 7.0474 9.5092 1.65 2.96 4.49 0.010

钽铌总精矿 0.029 17.7300 19.73 0.41

2.59 1.64 16.18 57.14

36.83 46.09 0.012

3.24 3.48 5.20 3.76

铁屑 0.089 0.0134 0.0157 0.17 0.09 0.11 0.015

钽铌富中矿 0.041 0.9903 1.2794 2.54 2.97 4.31 0.101

钽铌尾矿(粗) 2.836 0.0155 0.0181 1.44 3.17 4.18 3.965

钽铌尾矿(细) 1.522 0.0799 0.1052 0.97 8.81 13.04 1.433

易浮脉石（方解石） 7.84

0.0069 0.0041

1.29 2.29 1.32 14.50 41.86

48.13 32.27

9.819 4.97 4.86 8.09 4.78

锂精矿 12.94 3.83 1.55 0.61 22.79 48.19 48.194 5.56 3.71 20.99 9.08

泥 3.98 0.45 3.02 1.50 9.35 69.50 1.739 3.33 2.80 2.65 4.03

云母精矿 9.95 1.66 7.02 0.82 25.53 54.27 16.036 19.35 3.83 18.08 7.87

长石精矿 29.15 0.22 7.10 5.27 17.91 67.47 6.226 57.33 72.12 37.16 28.65

尾矿（石英精矿） 31.62 0.41 0.71 0.62 3.48 90.79 12.460 6.22 9.20 7.83 41.83

原矿 100.00 0.0138 0.0123 1.03 3.61 2.13 14.05 68.64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 结 论

1）工艺矿物学研究表明，该矿石属于比较难选的稀有金属矿床。矿石中的锂矿物主要为锂辉石，其次

为含锂白云母；钽铌矿物绝大部分为铌钽铁矿；其他矿物主要为石英，其次为钠长石、钾长石，另有少量

的方解石、高岭石、磷灰石等。其中锂辉石、钽铌矿物、云母、长石、石英、方解石达到了工业上综合回

收的要求。

2）根据该矿石中所含矿物的基因属性、赋存状态以及嵌布关系的不同，本文提出了“磁选重选联合法

回收钽铌矿物-磁选尾矿预先抛除方解石等易浮脉石-含锂矿物浮选-脱泥-酸性优先选云母-有酸无氟工艺

选长石-尾矿为石英精矿”的综合选别思路，为同类复杂多金属矿石的高效利用提供思路借鉴。

3）本文推荐的选矿工艺流程优点①是利用了不同矿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利用彼此之间差异，分质分流

分速实现多种矿物的选择性富集，既不违背反而顺应了不同目的矿物的基因属性，提高了选别效率；②是

充分利用有价资源，实现了多种产品的低尾化回收，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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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硬岩矿山岩爆防治技术综述
Review of predic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rockburst in deep hard rock mine

张少杰，张爱民，马俊生，杨志国，孙扬，范文录(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8)

摘要：本文收集分析了国内外深井硬岩矿山岩爆的相关研究成果，简述了岩爆发生机理、岩爆判据和

支护技术等相关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井硬岩矿山岩爆防治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期望能为我

国深井硬岩矿山开采提供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深井矿山；硬岩；岩爆；防治技术

Abstract：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deep mining rock burst of hard rock mine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mechanical mechanism, criterion of rock burst and support technology were described briefly. And on this basis the futur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deep mining rock burst of hard rock mine were presented, in hope of providing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ep mine

in China.

Key words：deep mining; hard rock; rock burst; predic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1 前言
在深井硬岩矿山开采过程中，由于高地应力的存在，岩体失稳的现象明显增多，特别是以岩体突然猛

烈破坏为特征的岩爆日趋严重，极大地威胁着井下人员、设备和材料的安全[1-9]。本文收集、分析和总结了

国内外深井硬岩矿山岩爆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岩爆发生机理、岩爆判据和支护技术等相关内容，并提出

了深井硬岩矿山岩爆防治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为我国深井硬岩矿山开采提供指导和借鉴。

2 岩爆发生机理
岩爆是岩体破坏的一种形式，它是处于高应力或极限平衡状态的岩体或地质结构体，在开挖活动的扰

动下，其内部储存的应变能瞬间释放，造成开挖空间周围部分围岩从岩体中急剧、猛烈的突出或弹射出来

的一种动态力学现象。

2.1 岩爆分类

基金项目：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深部大矿段多采区时空协同连续采矿理论与技术课题”（课题编号：2017YFC060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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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爆类型划分主要是依据岩体弹性应变能的储存与释放特征或应力作用方式划分的，目前学术界尚未

达成共识。南非学者 Ortlepp和 Stacey根据发生在南非金矿和北美一些矿山岩爆的特点和震源机理的研究

成果，建议将岩爆分为应变型岩爆、弯曲破坏型岩爆、矿柱破坏型岩爆、剪切破裂型岩爆和断层滑动型岩

爆等 5种。应变型岩爆如图 1所示，矿柱破坏型岩爆的实例，如图 2示。

图 1 应变型岩爆

图 2 矿柱破坏型岩爆

2.2 岩爆破坏机理

Kaiser将岩爆破坏的机理划分为三种：（1）节理化导致的岩体扩容。（2）微震能量转移导致的岩体喷

射。（3）微振动导致的岩体冒落。岩爆破坏机理、破坏程度和所需支护功能如图 3所示。

图 3 岩爆破坏机理、破坏程度和所需支护功能

2.3 岩爆判据

为了判断硐室或隧洞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岩爆以及若可能发生岩爆时其严重程度如何，国内外学者提出

了许多岩爆判据和岩爆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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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Hoek方法

（1）

σθmax为最大切向应力，σc为岩石单轴抗压强度。

2）Turchaninov方法（T方法）

Turchaninov根据科拉岛希宾地块的矿井建设经验，提出了岩爆活动性由硐室切向应力σθmax和轴向应力

σL 之和与岩石单轴抗压强度σc之比确定为

（2）
3）Russense判据

Russense岩爆判别法是根据洞室的最大切向应力σθmax与岩石点荷载强度 Is 的关系，建立了岩爆烈度关

系图，如图 4所示。把点荷载 Is换算成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σc，并根据岩爆烈度关系图判别是否有无岩爆

发生。其判别关系为

（3）

4）采用 比值表示的 Russense判据

彭祝等人认为岩爆是岩石中裂纹起始扩展到失稳破坏及破裂抛出的过程。利用断裂力学的 Griffith 强

度理论以及分析地下圆形硐室围岩附近的应力状态，导出用岩石抗拉强度表示的圆形硐室发生岩爆的临界

应力公式： 。因此，用抗拉强度表示的岩爆条件可归纳为：当 时，地下洞室可能发生

岩爆；满足上述条件下， 越小，则岩爆烈度越高。

将 代入 Russense判据公式可得采用 比值描述的岩爆烈度公式为

（4）

岩爆烈度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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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岩爆烈度图

5）陶振宇判据及其岩爆分级

陶振宇在前人（Barton，Russense，Turchaninov等）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内工程经验，提出了岩爆判

据并对岩爆进行了分级，见表 1。
表 1 陶振宇提出的岩爆分级表

2.4 岩爆预防措施

岩爆预防措施主要包括：改善围岩应力条件（超前钻孔应力解除法、选择合适的开挖方式、改善施工

方法、卸压技术应用）、加固围岩（喷射钢纤维混凝土、选择适宜的锚杆类型及锚杆的长度和密度）、增设

临时防护设施、待避及找顶、变形监测和微震监测、现场管理措施等。

3 岩爆矿山支护技术
3.1 岩爆矿山支护设计概述

1）动力条件下支护系统的功能

Kaiser总结了动力条件下支护系统的四种主要功能[10]：①利用金属网、喷射混凝土、喷层等保留破碎、

裂隙岩体；②利用锚杆、高摩擦锚杆和全长锚固锚杆等少量加固较稳固岩体；③利用可变形锚杆、屈服锚

杆等变形协调支护单元使保留破碎岩体、加固较稳固岩体和稳定岩体整合在一起；④利用钢带、大托板、

强金属网和相匹配的垫板等连接、保持和保留构件，从而确保支护系统稳定性。

2）岩爆矿山支护设计原则

Cai 和 Champaigne 把现场经验总结成一些简单易懂的原则：①避免岩爆；②使用屈服支护系统；③

注重弱连接；④使用整体系统；⑤简便；⑥经济；⑦预先性和适应性强。

3）岩爆矿山支护可接受准则

（1）力学准则。

力学的安全因子定义为

载荷需求

支护载荷能力
安全因子载荷 

（5）
（2）位移准则。

位移的安全因子定义为

位移需求

支护位移能力
安全因子位移 

（6）
（3）能量准则

能量的安全因子定义为

能量需求

支护能量能力
安全因子能量 

（7）

se mgdvE  2m
2
1

（8）

式中：g—重力加速度；

m—岩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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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岩体的喷射速度；

sd —喷射岩体的位移；

E—能量需求。

（4）系统兼容性准则。最佳的支护系统是每个支护单元相互兼容，均衡，共同提供承载能力。在设计

中，计算表面支护单元的作用是比较困难的，因此，经验设计方法通常被使用，但重要的是确保支护单元

的力、位移和能量能够兼容。

3.2 岩爆和支护破坏的基本指标

（1）岩爆的强度

岩爆的强度是指岩爆对井下巷道或工作面破坏程度的一种量度。研究岩爆强度的目的是设法找到一个

能够确定岩爆强度与其可能造成破坏程度关系的参数及其标准，消除或减轻岩爆的破坏，设计合理的支护

系统或采取有针对性的技术措施。

自然地震强度程度常用的是里氏震级ML，其确定方式是用伍德-安德森式标准地震仪（静态放大 2800
倍，周期 0.8s，阻尼系数 0.8）在震中距 100km 处监测地震波，用该处地震波图上记录的两水平地动位移

分量最大振幅的平均值（单位为μm）的常用对数表示ML。有些地震学家常用地震矩M0和应力降Δσ两

个参数描述震源释放能量。地震矩M0是震源变形或滑动大小的一种量度，Δσ是描述断层变形或滑动时

产生的应力降。以上地震矩M0和应力降Δσ均只能表示震源处释放出能量的大小，而不能直接说明岩爆

造成的破坏程度如何，故需要引入质点峰值速度。

2）质点峰值速度（Peak Particle Velocity，PPV）
质点峰值速度 PPV分为入射型 PPV和喷出型 PPV[11]。入射 PPV的实际模式非常复杂，不可能准确得

知。入射 PPV为一动力波冲击岩体，引发一系列可能引发岩体破坏的现象。喷出型 PPV定义为发生动力

事件的开挖表面上的某点的 PPV。在支护系统上所能感受到的为喷出型 PPV。
澳大利亚地下矿山喷出型 PPV计算公式为

  DPPV RM /104.1 )5.0( （9）
式中：PPV—质点峰值速度，m.s-1。

RM —微震事件的里查德震级；

D—微震事件距关注位置的距离，m。

安大略地下矿山喷出型 PPV的计算公式为[12]

6.1

3
)

10
(4000  M

RPPV
（10）

式中：PPV—质点峰值速度，mm.s-1。
R—距微震源的距离，m；

M—纳特里震级。

PPV、震级和距离的关系[13]，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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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PV、震级和距离三者间的关系

3）岩爆破坏因子

表 2所示为基于岩石吨量的经验上的岩爆破坏因子[12]。

4）支护破坏程度

表 3所示为微震事件引发支护破坏程度分级，用 SC0至 SC5定量描述混凝土的破坏程度。可接受的破

坏为 0至 2，可容忍的破坏为 3，不可容忍的破坏为 4至 5。
表 2 基于岩石吨量的经验上的岩爆破坏因子

岩爆破坏因子 范围

0-未破坏 0 t
1-较小破坏 0~1 t
2-适度破坏 1~10 t
3-重要破坏 10~100 t
4-较大破坏 100~1000 t
5-极端破坏 >1000 t

表 3微震事件引发支护破坏程度分级

表 4 所示为锚杆和高能量吸收金属网支护系统的支护破坏程度 SDS（support damage scale）评估结果
[14]。表 5所示为锚杆、高能量吸收金属网和纤维混凝土支护系统的支护破坏程度 SDS 评估结果。

表 4 锚杆和高能量吸收金属网支护破坏程度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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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锚杆、高能量吸收金属网和纤维混凝土支护破坏程度评估结果

3.3 支护构件发展现状

1）最弱的连接

支护系统中最弱的连接部分通常为锚杆垫板和金属网。支护系统的承载能力取决于最弱连接的承载能

力[15]。在设计中使用加固单元单独的动载承受能力，可能过高估计了支护系统的承载能力。Geobrugg公司

特制了锚杆垫板（见图 6），可将应力从金属网转移到锚杆支护系统上。特制的锚杆垫板如图 6所示，垫板

的厚度为 5mm，宽度为 22cm。

图 6 特制的锚杆垫板

2）新型屈服锚杆

屈服锚杆又称让压锚杆或吸能锚杆。国内外近期研制的几种新型锚杆，包括澳大利亚的 Garford锚杆、

加拿大的 Yield-Lok 锚杆、奥地利的 Roofex锚杆、瑞典的新型吸能锚杆和挪威的 D锚杆以及我国的 CRLD
锚杆和新型高强预应力让压锚杆。Garford锚杆结构如图 7所示。屈服锚杆按其屈服原理大致可分为两种类

型，即锚头屈服型和杆体屈服型。屈服锚杆主要有两项技术指标：一是屈服力；二是屈服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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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Garford锚杆结构

3.4 支护方案选择的经验图

图 8所示为 Long-Victor矿山支护方案选择的经验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支护方案选择准则可以定义为：

保守的或较低的 S4和 SC4分割线是可容忍支护性能的下限，S3和 SC3分割线是可接受支护性能的下限。

S3/4 和 S2/3分别为钢构件的可容忍下限和可接受下限，S3/4 和 S2/3 分别为纤维混凝土的容忍下限和可接

受下限。

图 8为工程师提供了在动力条件下支护系统选择的方法和准则。如果过去观测到的微震事件足够多，

并且是将来事件的有效代表，经验图表则可以被用于将来的计划和设计。经验图表法可以被用于类似矿山，

为支护系统的选择提供依据。

（a）能量大小

（b）载荷大小

图 8 Long-Victor矿山支护方案选择的经验图

4 国内外深井矿山岩爆防治实例
4.1 加拿大 Creighton矿岩爆防治实例

加拿大 Creighton矿通过微震系统来了解复杂开采环境下的地震和微震活动情况，帮助识别需要加强支

护的区域和指导矿山安全开采[16]（见图 9）。采取的措施包括合理的开采顺序、卸压爆破的设计和实施、采

用Φ46mm 带摩擦装置的 Swellex 膨胀锚杆、进行锚索二级支护或者采用配备薄钢带的锥型锚杆的加强支

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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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4275英尺以下偏应力（σ1–σ3）和 3800矿柱开采发生微震事件位置

4.2 美国 Lucky Friday 矿岩爆防治实例

美国科达伦矿区 Lucky Friday 矿每年平均发生震级在 2.0~3.0之间的岩爆次数多于 8次，主要发生在

与矿柱相交的层理面上，采取的岩爆预防措施包括：微震监测系统的应用、矿柱的卸压、无底柱的下向崩

落充填采矿法[17]。支护情况：采场巷道壁采用劈裂式锚杆（split sets）和链式的连接网；充填体顶板（fill back）
采用垂直的 Dywidag锚杆，链式的连接网和劈裂式锚杆；采场进路又附加上了至少 2排水平锚索。针对爆

破导致的底板岩石突出的掘进工作面采用喷射 50mm的钢纤维混凝土+锚网的支护措施。

4.3 澳大利亚 Big Bell 矿岩爆防治实例

澳大利亚 Big Bell矿大规模采矿诱发的地震事件频发，其位置主要发生在：沿着底板巷道上盘突出的

部分、顶板层理构造的表面、石门或水平巷道的边帮、主要生产区域的下部水平等，主要发生在生产爆破

后 24h内，在生产水平的上部[18]。在采用 8通道 CSIR-Miningtek监测系统基础上，采用劈裂式（split sets）、
端头锚固式锚杆（end anchored rockbolts）（替代管缝式锚杆）、金属网、以及交叉点处的锚索（cable bolts）。
另外，在高应力岩爆倾向性地区采用可缩性锥形锚杆（cone bolts）+Φ6mm 金属网+1.8m 长的 SS46劈裂式

锚杆。

4.4 智利 EI Teniente矿岩爆防治实例

智利 EI Teniente铜矿是南美受岩爆危害最严重的矿山[19]，主要岩爆预防措施包括：①采用自动遥控的

开采设备；②降低初期的开采率，随着生产再逐渐增加；③采出率受前两个星期微震活动频率的限制；④

开采的时空分布尽可能保持一致，以减少岩体破裂尺寸和岩爆震级；⑤生产区限制在已经拉底爆破的水平，

减少未采动岩体的高度，仅仅 240m，临时性的关闭高体积的开采区域；⑥安装了数字化的微震监测系统。

在装矿点（3.6m×3.6m）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厚度 500~800mm，每米有一金属拱架；生产水平其他区域

采用喷锚网支护，金属网为预制钢丝网。

4.5 南非 South Deep金矿岩爆防治实例

南非 South Deep 金矿目前竖向应力为主应力，约为 75～81MPa[20]。矿区的岩爆都发生在采场，且发

生频繁，金矿卸压开采模型如图 10所示。采取的岩爆预防措施包括卸压式（destress mining）采切，马头

门及装矿皮带道支护以多层金属网+管缝锚杆+长锚索为主，部分区域采用钢筋焊接钢带与锚索（4.5m 和

6.5m全长注浆）形成二次补强支护。

图 10 南非 South Deep金矿卸压开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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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冬瓜山铜矿岩爆防治实例

冬瓜山铜矿在对矿岩进行岩体质量评价的基础上，采用工程类比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不

同位置、不同功能采准巷道的支护形式与参数[21]，如布置在大理岩中的充填回风巷道采用管缝式锚杆+直
径 6mm 金属网方式支护；在矿岩接触带采用锚杆或注桨锚索支护，锚索为Φ19~24mm的废旧除锈钢丝绳，

长度 4~6m，网度 2m×（2～3）m；对出矿巷道和出矿进路采用临时喷浆 30mm+锚杆挂金属网+永久喷浆

的方式；出矿穿脉采用喷锚网+锚索的联合支护；在出矿进路和堑沟的交汇点处采用超前预锚杆进行预支

护+喷锚网联合支护。

4.7 会泽铅锌矿岩爆防治实例

会泽铅锌矿 3#竖井在开挖过程中，显现了不同程度的岩爆现象，其中开挖到 1400m 以后发生过两次

比较严重的岩爆现象[22]。为了有效控制岩爆的发生，在对井筒进行地压监测的基础上，实时卸压爆破，同

时避让岩爆时间点（第一时间范围是掘进爆破后 3h以内，第二个时间范围是 3～5d）。有轻度岩爆及以上

危险性施工区域，首先初喷 CF30 钢纤维混凝土，喷层厚度 50~100mm，之后挂Φ6.5mm 钢筋网和树脂锚

杆（Φ20mm，间排距均为 1m），采用锚索支护，选用单根钢绞线，长度为 6.5m，间排距 1.5m×1.5m。

4.8 灵宝崟鑫金矿岩爆防治实例

灵宝崟鑫金矿 2#竖井建设期间发生多次岩爆[23]，井底井帮实施卸压爆破、喷混凝土+钢网+锚杆的联

合支护；在有较强岩爆危险威胁时，应在竖井中安装防护钢筒，在钢筒内进行底部卸压钻孔、南北向井壁

卸压钻孔施工，并通过防护钢筒上的开孔进行锚杆钻孔、井壁锚杆、钢筋网和钢筋梁的安装，再喷射混凝

土；马头门施工岩爆预防可从改变马头门和平硐开口方位和超前支护改善开口处的应力状态；在有岩爆倾

向的岩体中进行平硐掘进，采用超前爆破应力释放，卸压钻孔可按与巷道轴线 15°～20°钻进，钻进 4～
5m。掘进爆破后，应立即向工作面及以后约 15m范围内巷道周边喷洒高压水,以达到消除或减弱岩爆剧烈

程度的目的。

5 深井硬岩矿山岩爆防治技术的发展方向
在分析和总结国内外深井硬岩矿山岩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深井硬岩矿山岩爆防治技术的主要

发展方向：

（1）借助于先进的试验设备和高效的计算手段，结合系统动力学，对岩爆发生机理进一步研究，以提

高预测方法、指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基于现代数字化微震监测技术，根据开采过程建立岩爆“时、空、强”规律的预测，构建深井矿

山岩爆灾害的综合防治体系。

（3）进一步研究如何利用岩石内部存储的能量进行破岩或开采，使积聚的能量平稳地释放，进而减少

或阻止灾害性岩爆的发生。

6 结语
岩爆的预测和防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至今为止虽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但要做到及时精确地预

测和防治还存在困难，因不可预见的地质变化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情况，对于不同的地质条件和岩爆机

理，必须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所以，对于深井硬岩矿山岩爆的预测和防治，还期望引起更多的科技工作

者的关注和重视，以便继续对其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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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100-18高炉鼓风机节能改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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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首钢股份 AV100-18 高炉鼓风机机组设计裕量偏大，为高炉送风时，需要打开 10%以上的防喘振阀门进行放散调

节，能耗损失严重且存在安全隐患的实际情况，通过详细分析与论证后制定措施，将原 AV100-18 轴流压缩机进行节能改造，

达到了节能降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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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炉鼓风机是钢铁生产的关键设备，同时也是耗能最大的设备，北京首钢股份公司共有 4 套 AV100 高

炉鼓风机组，运行方式为三用一备，分别为 3 座高炉供风，根据统计高炉鼓风机耗电量占首钢股份公司总

耗电量的 30%以上，在目前环京地区钢铁企业环保限产形势日趋严峻压缩企业盈利空间的今天，如何通过降

低高炉鼓风机能耗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1.问题的提出

首钢股份公司 4#高炉鼓风机是 2010 年投用的陕鼓 AV100-18 全静叶可调轴流压缩机组，为首钢股份三

期 4000m
3
高炉供风，最大风量 9300m³/min，出口风压 0.6Mpa，配套主电机功率 50MW，运行实践中发现如下

问题：

1） 该风机原始设计裕量大，正常生产运行时为确保高炉鼓风机设备运行安全，一个防喘振阀门需要

打开 10%以上，另一个电动风门需要打开 7%以上进行放散调节，两个风门合计开度 17%左右，造成大量的能

源损失。

2） 长期调节防喘阀导致设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防喘阀是保护风机的重要安全设施，正常运行时绝

对不允许有任何操作。而在实际运行中由于频繁调整防喘阀门开度，液压阀杆长期小范围内操作，局部磨

损形成台阶，近年曾经发生因此而造成卡涩使防喘阀操作失灵的情况，因此一旦发生持续逆流无法打开防

喘阀放散保护，将给高炉鼓风机设备造成重大伤害。

3）放散的同时产生持续高分贝的噪声污染，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及人们身心健康。

2.改造措施

首钢股份 4#风机改造期间高炉鼓风系统无备用机组，1#、2#、3#风机存在突发设备故障停机风险，炼

铁系统及钢轧等主要产线安全稳定生产风险增大。根据以上情况，为确保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做

到工期、安全和投资最优，制定如下方案：

2.1 改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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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保证风机预期工况（风量、压力）、安全运行、节能降耗、长期运行等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利

用原机组的构件，最终实现改造费用最低、性价比最高、改造工艺最优、最合理、改造周期最短、运行可

靠的原则。

（2）改造后排气法兰处绝压为 5.5bar(A)。 按电机出力 34961Kw，夏季平均最大流量达到 7010

Nm3/min。

2.2 改造方案

将原 AV100-18 轴流压缩机通过对原机组流道系统进行改造为 AV100-17 轴流压缩机组，达到节能降耗

的目的。具体方案如下：

（1）通过减小压缩机流道，缩短叶长，减少出力余量，达到节能的目的。

（2）最大限度利用原机组构件，节约资金和时间成本。加工利旧动静叶片 1191 片，另外新制承缸体、

部分新型叶片、调节缸、连接板等部件。

（3）轴流压缩机本体改造内容：

图 1 AV100-18 轴流压缩机结构示意图

AV100-18 轴流压缩机本体主要由机壳、进气室、叶片承缸、调节缸、转子、叶片、密封套、进口圈、

扩压器、轴承及轴承箱等构成，如图 1 所示，具体改造内容如下：

1）利旧原机壳、主轴、轴承箱等。

2）更换部分新型动叶片、部分隔叶块、18 级锁紧组、密封片等、进出口气封片等，其中具体数量包括

更换动叶片 184 片，隔叶块 184 块，更换静叶片 198 片，加工利旧动叶片 658 片，加工利旧静叶片 533 片，

3）新制更换承缸体、更换部分新型静叶片、静叶轴承、曲柄滑块组、“O”密封圈、调节缸、进口圈

与扩压器、连接板等。

2.3 改造后的轴流压缩机工况范围设计参数

压缩机型号 AV100-17 轴流压缩机 压缩机转速 3000 r /min

选型说明：

预计性能 A A′ D1 D2 D3 E1 E2 E3

轴功率 (kW) 32322 34961 26570 27424 34768 27869 29570 35184

排气温度 (℃)

（℃）：

245 246 180 180 184 215 215 217

效率（%） 91.2 90.9 90.1 90 88.8 90.8 90.9 90

尺

寸

外形尺寸 (mm) 9550×4610×4780 注：长×高×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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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起吊高度 (mm) 4950 注：从中分面算起

材

质

主轴 25Cr2Ni4MoV 叶 片 2Cr13 焊接机壳 Q390

承缸 QT400 调节缸 Q235A 密封片 1Cr18Ni9Ti

风机重量(t) 170 转 子(t) 35 起重最大件

(t)

50.0

GD
2
(kg.m

2
) 18000 结构型式 径向进气、径向排气；三层缸。

表 1 改造后的轴流压缩机工况范围设计参数

2.4、 机组改造前后运行性能曲线对比

改造前 AV100-18 高炉鼓风机机组基准点参数：

介 质：空气；风机转速：3000r/min；内功率：35595.20KW；质量流量（干）：162.656Kg/s；容

积流量（干）：132.931m3/s；进出压比：5.8598。

图 2 改造前机组运行工况性能曲线图 图 3 改造后机组运行工况性能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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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图 3性能曲线可知，与改造前相比，改造后的 4#风机可在高效区运行，正常生产时放风门关

小或全关，可以降低运行能耗。

3.机组改造后的效果

3.1 节能效果

4#高炉鼓风机节能改造完成后，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开始正式运行后，通过对截至 8 月 2 日运行一个月

后耗电情况与 2017 年同期进行统计对比看，节能效果明显，具体情况如下：

2018

年

时间 7.4 7.5 7.6 7.7 7.8 7.9 7.1 7.11 7.12 7.13 7.15 7.16 7.17 7.18 7.19

日电

kwh
727885 687756 700618 697425 702961 502040 365614 649367 705413 709367 711089 717475 716744 710338 715133

2017

年

时间 7.4 7.5 7.6 7.7 7.8 7.9 7.1 7.11 7.12 7.13 7.15 7.16 7.17 7.18 7.19

日电

kwh
734040 750780 747640 747640 758780 742840 765300 779640 774960 770220 760560 761360 758100 742900 729300

2017 比 2018 6155 63024 47022 50215 55819 240800 399686 130273 69547 60853 49471 43885 41356 32562 14167

2018

年

时间 7.2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 7.31 8.1 8.2

日电

kwh
717545 715944 701539 703872 710348 708736 711079 699938 715083 720798 719207 727936 729657 714342

2017

年

时间 7.2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 7.31 8.1 8.2

日电

kwh
744560 717180 728320 726779 727640 744380 724319 727520 749921 754780 748320 749980 753240 754040

2017 比 2018 27015 1236 26781 22907 17292 35644 13240 27582 34838 33982 29113 22044 23583 39698

2018年比2017年月

节电合计
1659790Kwh

表 2 2018年 7月 4日至 8月 2日机组耗电量与 2017年同期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4#高炉鼓风机节能改造完成运行一个月后，与 2017 年同期耗电量对比，节电量为

1659790Kwh，按 0.5 元/kwh 计算，月节电约 83 万元，节能效果明显。

3.2 机组运行情况

4#高炉鼓风机改造完成后运行情况看，透平进气侧、排气侧振动值稳定在 20um左右，风量、风压等各

项技术参数正常，防喘阀放风门实现 100%全关，运行平稳，完全满足 4000m3高炉生产要求。

4.结束语

首钢股份公司通过减小流道，缩短叶长，减少出力余量，最大限度的利用原机组构件对高炉鼓风机节

能进行改造，不仅节约了资金和时间成本，还消除了设备安全隐患并取得了显著的节能效果。该项节能改

造技术的成功，对国内大型高炉鼓风机组节能降耗工作具有广泛的指导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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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冲渣水余热工业利用技术应用

王冬宝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作业部，河北省唐山市，064400）

摘 要：本文分析了首钢迁钢 2＃高炉冲渣水余热工业利用的案例,该案例在已有冲渣水余热回收冬季供暖项目成功应用的基

础上，解决了非采暖季高炉冲渣水余热资源浪费的问题，形成了冲渣水余热采暖季供暖、非采暖季工业利用的格局，实现了

高炉冲渣水余热的全年综合高效梯级利用。项目投资少、见效快，设备简单，热能利用率高，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关键词：高炉冲渣水；余热资源；梯级利用；节能降耗

1 引言

首钢迁钢公司 2014年为 2#2650立高炉建设了一套冲渣水余热回收及供暖系统，以回收 2#高炉冲渣水

余热，供迁钢公司厂内采暖用户冬季取暖。自 2014年 11月初投产以来运行稳定，能够可靠地回收 2#高炉

冲渣水的余热并满足采暖需求，但余热负荷仍有部分裕量，且该项目在非采暖季无用户，存在余热资源利

用不充分的现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迁钢公司就冲渣水余热在非采暖季的利用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提出了工业利用的

方案，使得冲渣水余热在非采暖季得到有效的利用，根据目前的采暖负荷，这些工艺用户也可以在采暖季

继续利用 2#高炉冲渣水的余热，从而提高 2#高炉冲渣水余热的整体利用效率，取得收益最大化，达到降本

增效的目的。

2 技术方案

本项目余热工业利用主要考虑的工艺用户为炼钢 5座转炉的汽化冷却、热轧 6座加热炉的汽化冷却和

电厂 130 t/h背压发电机组。炼钢转炉汽化冷却、热轧加热炉汽化冷却以及电厂 130 t/h背压发电机组均利用

管网蒸汽在热力喷雾式除氧器内将管网除盐水加热到 104℃，然后再送入（余热）锅炉加热蒸发形成蒸汽。

除盐水管网送入各用户的低温除盐水温度约为 23~32℃（非采暖季温度，采暖季温度将更低），可以充分利

用高炉冲渣水的余热预热管网除盐水，使其温度达到 65~70℃后再进入除氧器，减少除氧环节高品位蒸汽用

量，节约的高品位饱和蒸汽用于发电，系统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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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炉冲渣水余热工业利用系统示意图

2.1 预热炼钢部汽化冷却烟道用除盐水

炼钢吹炼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高温烟气通过汽化冷却烟道放热，通过余热锅炉回收该部分热量，将除盐

水加热成饱和蒸汽送入管网。由动力作业部除盐水管网送入炼钢的低温除盐水温度约为 23~32℃（非采暖季

温度，采暖季温度将更低），通过热力喷雾式除氧器加热到 104℃，然后再送入余热锅炉加热蒸发形成蒸汽。

由于管网除盐水温度较低，需要在除氧器中通过汽水换热器吸收蒸汽释放的热量以达到升温除氧的目的。

迁钢公司炼钢作业部除盐水补水量约 2000吨/天，折合瞬时补水量约为 84t/h。本项目在除氧器入口的

补水管上设置高效的板式换热器，在非采暖季，将冲渣水余热给水携带的热量通过换热器传递给除氧器补

水，以提高除氧器的给水温度。

在除氧器与其除盐水给水调节阀组之间增加如图 1虚线所示的换热器和阀门组。正常运行时，打开新

建换热器的进出口阀门，关闭主管道上的旁通阀，通过原给水调节阀组后的除盐水全部流经新建换热器进

行换热，使其温度由 23~32℃提高约 40℃至 65~70℃后再进入除氧器，其除盐水补水量依然通过原调节阀门

组进行调节。当停止给除盐水加热或新建换热系统检修时，关闭新建换热器的进出口阀门，打开旁通阀，

此时将恢复原来的运行方式，进入除氧器的除盐水温度仍为 23~32℃。

按炼钢 5座转炉总计补水量 84t/h计算，冲渣水余热给水量约 168t/h可以满足炼钢部的需要；而在采暖

季，由于管网除盐水温度更低，因此冲渣水余热补水量将有所提高，约 210t/h。根据现场工艺布置及负荷，

总计建设 4台换热器及附属设施，具有极高的投资收益比。

2.2 预热自备电站用除盐水

自备电站所使用的低温除盐水补水温度约为 23~32℃（非采暖季温度，采暖季温度将更低），通过旋膜

式热力除氧器加热到 104℃，然后再送入 130t/h的锅炉中加热蒸发形成蒸汽。由于管网除盐水温度较低，需

要在除氧器中通过汽水换热器吸收蒸汽释放的热量以达到升温除氧的目的。

自备电站共有 3 座 130t/h 的锅炉，其中 2 座在非采暖季采用纯凝方式发电，另外 1座锅炉在采暖季采

用背压方式发电。2座纯凝发电配套锅炉在非采暖季因汽水损耗等因素需要补除盐水 36t/h，在非采暖季冲

渣水余热给水量约 72t/h可以满足自备电站的需要，在采暖季冲渣水余热给水量约 9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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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热热轧加热炉余热锅炉用除盐水

热轧加热炉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高温烟气，通过余热锅炉回收该部分热量，将除盐水加热成饱和

蒸汽送入管网。由动力作业部除盐水管网送入炼钢的低温除盐水温度约为 23~32℃（非采暖季温度，采暖季

温度将更低），通过热力除氧器加热到 104℃，然后再送入余热锅炉加热蒸发形成蒸汽。由于管网除盐水温

度较低，需要在除氧器中通过汽水换热器吸收蒸汽释放的热量以达到升温除氧的目的。

热轧部除盐水补水量约为 63t/h，非采暖季冲渣水余热给水量约 129.84t/h、采暖季冲渣水余热给水量约

162.3t/h可以满足热轧部的需要，其具体实现方式与 2.1预热炼钢部汽化冷却烟道用除盐水相同，每座加热

炉的除氧器新建一台换热器，共建设 6台换热器。

2.4 运行参数指标

表 1 迁钢公司 2#高炉余热换热站技术参数

项目 冲渣水换热系统

冲渣水

供水温度(℃) 75

回水温度(℃) 55

供水总量(m3/h) 1600

采暖水

供水温度(℃) 70

回水温度(℃) 50

供水总量(m3/h) 1600

换热功率(MW) 29.08

表 2 新建换热器的技术参数

序号 项目 技术参数 单位 备注

1 除盐水补水进水温度 30 ℃

非采暖季

2 除盐水补水出水温度 70 ℃

3 除盐水补水进水温度 20 ℃

采暖季

4 除盐水补水出水温度 60 ℃

3 节能效益

节能效益计算方法为：冲渣水余热热水替代蒸汽预热除氧器补水，节省的蒸汽直接折合为节能经济效

益，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测算结果具体如表 3所示，按炼钢、热轧和自备电厂三个单位实际进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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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共使用除盐水 247 t/h，在非采暖季，冲渣水余热将除盐水从 30℃加热到 70℃，电厂在采暖季将除盐

水从 20℃加热到 60℃，其热量折合饱和蒸汽 14.97 t/h，按非采暖季 210天、采暖季按 150天、每吨蒸汽 100

元计算，每年实现收益 667.40万元。

表 3 冲渣水余热工业利用项目节能效益测算表

项目 单位 一炼钢 二炼钢 一热轧 二热轧
电厂

（采暖季）

非采暖

季小计
合计

补水量 t/h 50 34 40 23 100 147 247

冲渣水量 t/h 99.88 67.92 79.90 45.95 199.76 293.65 493.41

折合蒸汽 t/h 3.03 2.06 2.42 1.39 6.06 8.91 14.97

经济效益 万元 152.77 103.89 122.22 70.28 218.25 449.15 667.40

注：非采暖季按 210 天、采暖季按 150 天计算，电厂效益按采暖季计算

项目的运行成本主要是非采暖季 2#高炉冲渣水换热站各水泵的电费耗用，含冲渣水提升泵、冲渣水均

流泵和采暖水循环泵，由于在非采暖季负荷较低，上述三种水泵只需各运行 1 台即可满足系统运行要求，

其运行成本如表 4所示：

表 4 运行成本测算表

项目 装机电功率/kW 运行数量/台 运行功率 备注

冲渣水提升泵 90 1 81

冲渣水均流泵 55 1 49.5

采暖水循环泵 90 1 64.8

合计 235 3 195.3

运行电费/万元 51.18 电价 0.52元/度

其中工频电机计算运行功率=电机额定功率×0.9、变频电机计算运行功率=电机额定功率×0.72，采暖

水循环泵为变频电机。

根据表 3、表 4 所计算的经济效益和运行成本，本项目投入运行后，每年可产生的经济效益为

667.40-51.18=616.22万元。

4 实施情况及效益分析

迁钢 2#高炉冲渣水工业利用项目于 2017年年初开工建设，2017年 8 月初建成投用以来，已经稳定运

行了 30个月，作为预热热源，累计替代饱和蒸汽 15.4万吨全部用于发电，直接经济效益约 15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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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成功应用的实践表明：高炉冲渣水余热工业利用项目作为采暖季供暖的补充，实现了冲渣水余

热全年综合利用的目标，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系统稳定，技术可靠，投资少、见效快，设备简单，热

能利用率高，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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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宝，男，1983 年出生，本科，机械设备工程师，高级项目管理工程师，能源管理高级工程师，联系电话：15232518766，

电子邮箱：wangdongbao@sgqg.com.

文章发表于《冶金管理》2020 年 01 月，国内刊号：CN11-2940/D.

392392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节能环保及长寿技术简介

冯燕波；陈秀娟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

摘要：详细介绍了第二代旋切顶燃式热风炉在节能减排、环保及解决顶燃式热风炉常见问题方面采取的一

系列专利技术和设计优化措施。通过不断的技术研发和实践改进，第二代旋切顶燃式热风炉在高风温、高

效率、长寿命、节能环保等技术上又取得了较大突破，并获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该热风炉相关技术具有

一定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热风炉；顶燃式；长寿命；节能环保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是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自 2003年以来研究开发的高风温、高效率、长寿命、

节能环保热风炉技术，包含第二代旋切顶燃式热风炉燃烧器、小孔径高效格子砖、四段式顶燃热风炉等 21
项专利技术、1项软件著作权和 6项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认定的专有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在单一高炉煤气、空煤气双预热的条件下，热风温度可达到 1250~1300℃，现已在国

内投产的 160多座高炉上得到使用，并已推广到印度、摩洛哥、印度尼西亚等国际市场。

1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技术目标

高风温目标：在不掺烧高热值煤气、不增加助燃空气预热炉、不进行富氧烧炉的前提下，实现热风温

度达到 1280±20℃。

长寿命目标：通过优化设计结构、合理配置耐火材料等措施，实现热风炉寿命达到两代高炉炉龄。

节能减排目标：采用一系列专利技术，避免高热值煤气的使用、提高热风炉系统的效率、减少热风炉

系统的排放。

环保目标：采用一系列专利技术，使热风炉排放的烟气满足超低排放限值的要求。

2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节能减排技术简介

2.1 在达到目标风温（1280±20℃）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煤气的消耗量。

采用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热风炉自寻优控制系统及烧炉模型”，提高热风炉烧炉操

作的稳定性和控制精度，可实现无人工干预全自动烧炉，烧炉过程平稳，减少劳动强度。独特的煤气平衡

算法，根据允许的煤气总量以及烧炉的实际过程，分配各热风炉的煤气量，达到煤气既不超量，又可按时

达到各炉烧炉目标。烧炉时间误差控制在±3min以内，热风温度控制在±5℃以内，较普通的烧炉操作节约

煤气量 6~12%，提高风温 3~20 ℃。

2.2 在达到目标风温（1280±20℃）的前提下，减少或避免高热值煤气消耗。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技术的目标是在不掺烧高热值煤气（单烧高炉煤气）、不增加助燃空气预热炉、不进

行富氧烧炉的前提下，实现热风温度 1280±20℃。

提高热风炉的送风温度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提高热风炉拱顶温度，另一个是提高热风炉温度效率，

即缩小拱顶温度与送风温度之间的差值。

2.2.1 单烧高炉煤气，如何提高热风炉拱顶温度

随着目前高炉燃料比的降低，高炉煤气日趋贫化。操作良好的高炉，其煤气发热值不足 3000~3100kJ∕m3。

单烧高炉煤气如何提高热风炉的拱顶温度呢？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技术采用了以下几项措施：

1）采用第二代旋切顶燃式热风炉燃烧器专利技术，强化燃烧和换热，提高了煤气燃烧温度。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燃烧器安装在燃烧室的上部，由混合室及收缩口、煤气入口及环道、助燃空气入口

及环道和空煤气喷口组成。混合室设在环道的中央区域，内侧设有喷口，外侧设有入口和环道，混合室和

燃烧室的交界处设有收缩口。煤气与助燃空气采用涡流喷射进入燃烧器，煤气流与助燃空气流在燃烧器内

部形成旋流，从喉口喷出后进入燃烧室进行燃烧，实现高炉煤气在进入格子砖以前能够均匀、完全的燃烧。

第二代旋切顶燃式热风炉燃烧器可使助燃空气过剩系数降低至 1.03左右，气流分配均匀度≥95% ，有

效的提高了煤气燃烧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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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二代旋切顶燃式热风炉燃烧器模拟图

2）采用耐高温炉篦子。

采用耐高温炉篦子，废气温度可提高到 500℃以上，再通过双预热系统将高炉煤气和助燃空气预热到

250℃以上，从而提高热风炉的理论燃烧温度。

图 2 炉篦子实物图

3）采用助燃空气两级分时预热技术。

根据热风炉烧炉周期内不同阶段的燃烧特点，在烧炉后期对助燃空气进行二次预热，在不设置前置燃

烧炉或预热炉的情况下，将烧炉后期助燃空气预热到 320℃以上，可提高燃烧末期时的理论燃烧温度 30℃
以上。

图 3 助燃空气两级分时预热示意图

4）采用空煤气独立分时预热技术。

在采用热风炉的废烟气对煤气和助燃空气进行预热时，煤气与助燃空气中至少一种是采用单个热风炉

的废烟气进行预热，在末期燃烧过程中，能有效利用末期燃烧所产生的具有高温的废烟气的热量，在不与

其他热风炉的废烟气混合的状态下直接对煤气或助燃空气进行预热，使得煤气或助燃空气达到 280℃~310℃，

从而进一步提高热风炉的拱顶温度及热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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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图 4 空煤气独立分时预热示意图

2.2.2 提高热风炉的温度效率

通过优化热风炉的设计，提高它的温度效率，缩小拱顶温度与送风温度之间的差值，这是当前我们提

高风温的另一种手段。缩小拱顶温度与送风温度之间的差值有以下两大好处：一是在同样高的拱顶温度条

件下，可以获得更高一些的送风温度；二是在送风温度一定的前提下，可以降低热风炉烧炉时的拱顶操作

温度。这样，既可以减少或避免高热值煤气的消耗，又可以保证热风炉在远离大量产生 NOX的拱顶温度下

操作，避免了热风炉拱顶钢壳产生晶间应力的可能，也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热风炉温度效率的主要

措施如下：

1）优化格子砖的设计

在热风炉格子砖的设计中既要重视格子砖的加热面积，又要保证格子砖具有充足的蓄热体容积。前者

保证热风炉格子砖在单位时间内具有足够的热交换量，后者保证必要的热储存能力。热风炉在一定的送风

周期条件下，格子砖应有一个合适的加热面积/砖量（即给热速率/蓄热能力）值。

为此，我们研究了国内诸多热风炉的实际使用情况。根据这些热风炉的实际操作情况，同时考虑到给

生产操作留有适当的富裕，一般采用单位风量的加热面积取≥40~45 m2/(Nm3/min)；单位风量的砖重取

Z=1.0~1.1t/(m3/Nmin) 。

2）提高热风炉的废气温度（500℃以上）

提高热风炉烧炉时的废气温度对于热风炉换热过程的影响与增加换热面积是相似的。提高废气温度加

大了下部气流与格子砖之间的温度差，强化了下部格子砖的传热过程，因而带来了提高风温的效果。

图 5 废气温度和拱顶温度与送风温度差值的关系

3）促进气流分布均匀，提高格子砖的利用效率 。

a优化燃烧器空煤气喷口设计，使空煤气混合充分，高温烟气在格子砖上表面分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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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燃烧期气流分布仿真 图 7 格子砖上表面温度分布

b采用冷风均匀分配技术，将冷风在格子砖底部分配不均匀程度控制在 5%以内，提高格子砖的利用率。

图 8 炉底空腔模型剖面图 图 9 模拟空气运动进程主视图

2.3 采用余热回收技术

采用换热器余热回收技术、助燃空气两级分时预热技术或空煤气独立分时预热技术，利用热风炉烧炉

产生的高温烟气将助燃空气和煤气加热到 150~320℃，废气的排出温度降低至~150℃ 。采用这一流程，既

可以将热风温度提高 60~100℃，又可以减少热量排放，将热风炉系统的整体热效率提高到 84~86%。

2.4 采用“一烧两送热并联”技术，减少热风炉的换炉次数和“废风”排放。

针对三座热风炉，在热风温度一定的条件下，原来的“两烧一送”单炉送风时间按 50分钟计算，每天

排放次数=1440/50=28.8 次/天；改为“一烧两送热并联”后，单炉送风时间为 200 分钟，每天排放次数

=1440/200×2=14.4次/天，节省换炉排放能耗 50%，同时减少了因热风炉换炉对高炉鼓风压力的波动影响。

而且，此部分“废风”中，不仅是高温高压的热空气，而且还富含氧气。

2.5 采用“换炉废风用于热风炉的烧炉”技术，回收热风炉绝大部分的换炉“废风”。

三座热风炉采用“两烧一送”或者四座热风炉采用“两烧两送”交错并联送风，两者在进行“送风”

转“燃烧”换炉操作时，都要进行排放“废风”。如何将热风炉换炉排放掉的未经使用的高温高压空气（含

富加的氧气）回收利用，是减少热风炉系统能源消耗的有效途径之一。为此，我们研究了将高炉热风炉换

炉排放的“废风”用于另一座热风炉燃烧使用的助燃空气的可行性。理论上，排放的“废风”可以全部回

收利用。

2.6 采用“热均压”技术，回收热风炉部分换炉“废风”。

四座热风炉采用“交错并联”送风时，利用送风结束热风炉内的高温高压“废风”向燃烧转送风的热

风炉进行充压。采用“热均压”的操作制度，可以减少“废风”排放及换炉时因充压对冷风和热风压力带

来的影响。

3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环保技术简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2019年 4月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高炉热风炉排放烟气中颗粒物、SO2及 NOx的含量分别不高于 10mg/m3、50mg/m3

和 200mg/m3，而超低排放限值规定氮氧化物的含量不高于 150mg/m3。如何控制高炉热风炉排放烟气中颗粒

物、SO2及 NOx的含量称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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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热风炉排放限值

3.1 控制热风炉烟气中 NOx含量的措施

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及实际生产案例来看，在蓄热室热风炉中，烟气中 NOx的含量取决于拱顶温度。

从图 11数据可以看出，在热风炉燃烧期内，当拱顶温度达到 1350~1400℃时，NO2的生成量约为 100～120ppm，

相当于 48.78~58.54mg/m3，当拱顶温度达到 1420℃时，NOx的生成量急剧增加。而我们提出实现 1280±20℃
风温目标的前提是拱顶温度控制在 1380±20℃。我们所控制的拱顶温度低于 NOx生成量急剧增加的 1420℃
的临界温度，因此，热风炉在目标拱顶温度 1380±20℃范围内操作时，热风炉排放烟气中 NOX的浓度值应

该不会超过标准要求。

图 11 NOX生成量与拱顶温度之间的关系

为了尽可能降低热风炉排放烟气中的 NOx含量，满足超低排放限值的要求，旋切顶燃式热风炉技术提

供了以下有力措施：

1）采用第二代旋切顶燃式热风炉燃烧器，使空煤气混合更加充分，降低空气过剩系数，减少 NOx的生

成。

2）采用“热并联”技术，在满足高风温的同时，降低拱顶温度，减少 NOx的生成。

3）提高热风炉的温度效率，减小拱顶温度与送风温度之间的差值；保证在较低的拱顶温度条件下实现

较高的送风温度，减少 NOx的生成。

3.2 控制热风炉烟气中 SO2含量的措施

热风炉排放烟气中的 SO2主要来源于烧炉所用的煤气。因此，减少热风炉排放烟气中 SO2的含量最有

效的措施是严控高炉原燃料质量，减少高炉煤气中硫化物的含量。采用热风炉自寻优控制系统及烧炉模型，

做到精准烧炉，减少烧炉时煤气的富余量，也能间接降低烟气中 SO2的含量。另外，在热风炉换热器后增

设烟气脱硫设施也是一种有效的降低烟气中 SO2含量的措施。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开发试用的高炉煤气除氯脱硫技术是一种将热风炉燃烧用高炉煤气中的 S
有效脱除的方法，能从根本上解决热风炉排放烟气中 SO2含量超标的问题。

4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长寿技术简介

由于顶燃式热风炉高风温、占地面积小、投资低等优点明显，其在高炉炼铁生产中应用的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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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顶燃式热风炉应用范围的推广和使用时间的延长，早期投入使用的顶燃式热风炉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为：燃烧器喷口（尤其是煤气喷口）错位损坏、热风出口及锥段内衬坍塌、热风管道内衬（尤其

是三岔口部位）坍塌等。

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第二代旋切顶燃式热风炉技术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来加以解决，并取得了良好

效果。

4.1 优化燃烧器的结构设计

1）优化燃烧器空、煤气喷口设计，空煤气混合更加充分均匀，燃烧完全，避免烧炉时产生爆燃；燃烧

器使用寿命更长；结构稳定、热效率高。

2）空煤气进口部位砌砖加厚，增加进口组合砖的结构强度；

3）喷口砖带子母扣，避免喷口砖错位移动。

4.2 热风出口及拱顶内衬优化设计

热风出口及拱顶是热风炉寿命的关键，第二代旋切顶燃式热风炉采用了如下长寿技术：

1）采用互锁式燃烧室平砌结构，锥段角度加大到 65°。

图 12 燃烧室单砖示意图 图 13 燃烧室平砌结构示意图

2）采用多环互锁防窜风热风出口结构。

热风出口组合砖由三层结构组成：两环带凸台的圆环砖、一环花瓣砖。热风出口内环采用抗高温蠕变、

抗热震性更好的大块机制红柱石砖。外环砖结构采用带钩头花瓣砖分散拱顶砖压力，双内环砖带子母扣互

锁，整体预组合，结构更加稳定。

图 14 热风出口三维示意图

3）采用分段式砌筑结构。

图 15 分段式砌筑结构示意图

4.3 热风管道内衬设计

热风管道系统的安全可靠是保证高风温的前提，旋切顶燃热式风炉采用了如下长寿技术：

1）采用热风管道内衬分段式砌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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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热风管道内衬分段式结构

2）加强型三岔口组合砖：

三岔口组合砖上半环加厚。三岔口组合砖附近加挡砖环固定，防止管道砖受热膨胀对三岔口组合砖产

生挤压，导致三岔口组合砖移位、破损。

图 17 加强型三岔口组合砖

3）采用关节管及热风阀两侧挡砖砌筑结构

在热风支管和热风主管复式补偿器的部位，采用关节管砌筑技术，保证热风管道系统既能够承受很大

的轴向变形，又能够承受顶燃式热风炉特有的热风管道径向变形。热风阀两侧砌砖采用挡砖环结构，在更

换热风阀时，管道砖能够压缩和拉伸回位，防止因不能回位造成串风使管壳过热发红。

图 18 关节管砌筑示意图 图 19 挡砖环结构示意图

5 结语

旋切顶燃式热风炉工艺通过一系列专利技术的应用和设计结构的优化在节能减排、满足超低排放限值

的要求及有效解决顶燃式热风炉常见问题的技术上取得了较大突破，并获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相关技术

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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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煤气高效、高值和创新利用技术

刘文权 1，吴记全 2

（1.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北京，100013；2.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昌，330012）

摘 要：本文从高炉煤气基本特性出发，论述了高炉煤气高效、高值利用的多种途径，指出了钢化联产有利于平衡钢铁市场

由于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实现钢铁尾气的超值利用，多次高效增值。有利于延长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构，走钢化联

产、低碳减排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高炉煤气；产业链；钢化联产

High efficiency, high value and innovativ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of

blast furnace gas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last furnace gas, this paper discusses various ways of high efficiency，high value and

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blast furnace ga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ombined production of steel is beneficial to balance the market risk

caused by price fluctuation in the steel market, realize the over-value utilization of steel exhaust, and increase the value of multiple

high efficiency. It is beneficial to extend the industrial chain,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ake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eel chemical combined production and low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Key words: Blast furnace gas; The industrial chain; Steel chemical combined

1 前言

钢铁联合企业在钢铁生产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副产煤气资源：高炉煤气、焦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简称“ 三

气”， 这三种气体能量综合利用是实现节能降耗和低碳减排的突破口。高炉煤气由于有效气体含量最低，

其排放量最大，故钢铁企业在没有煤气柜作缓冲或在煤气不平衡时首先选择放散高炉煤气，因此高炉煤气

放散率一般作为衡量该企业煤气平衡措施和水平的标志。高炉煤气利用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煤气中惰性气

体含量高、发热量低、燃烧温度低、着火困难和燃烧稳定性差等。由于炼铁产能利用率走低，高炉煤气被

迫放散严重，高炉煤气利用情况不容乐观，故二次能源总量中高炉煤气的有效利用是钢厂节能降耗的重中

之重。

2 高炉煤气的基本特性

高炉煤气是一种无色、无味、有毒的低热值气体燃料。高炉煤气的发生量和成分取决于生产和工艺状

况，而煤气成分变化会引起热值波动。产量高，发生量就大；焦比低，热值就低，目前，高炉大型化，采

用高风温、高冶炼强度、喷煤比高等生产工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降低燃料比，但所产高炉煤气热值更低，

增加了煤气利用难度。高炉煤气中的CO2、N2既不参与燃烧产生热量，也不能助燃，相反，还吸收大量的

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导致高炉煤气的理论燃烧温度偏低。高炉煤气热值仅为3000～3800KJ/Nm3， 常

温下燃烧不稳定， 理论燃烧温度只有1300℃左右，高炉煤气的主要成分：可燃成分（CO占22%～26%、

400400



H2占1%～4%）仅占25%左右，其余为N2（占58%～60%）和CO2等不可燃气体，高炉煤气燃烧温度低，着

火比较困难，作为锅炉燃料使用时，烟气量较大。

3 高炉煤气的利用途径

根据高炉煤气利用现状来看，高炉煤气利用途径主要有：利用煤气余压余能进行高炉煤气余压透平发

电（TRT或 BPRT）[1]；采取高炉煤气富化措施，高炉煤气可作为燃料使用；将高炉煤气提纯可替代天然

气用于轧钢退火炉，或采用高纯高炉煤气作为羧基合成原料合成化工产品；高炉炉顶煤气提纯后作为还原

性气体用于高炉喷吹，实现低碳炼铁。高炉煤气利用途径见图 1[2]。

图 1 高炉煤气利用主要途径

3.1 余压余能利用，节能减排

炉顶余压回收透平装置（TRT）或共用性 TRT、BPRT机组在钢厂普遍采用，节能效益显著。

3.1.1 TRT

高炉煤气余压回收透平装置 TRT（Blast Furnace Gas Top Pressure Recovery Turbine Unit的缩写）。该装

置是利用高炉炉顶煤气具有的压力能和热能，使煤气通过透平膨胀机膨胀作功，驱动发电机发电或驱动其

它设备进行能量回收装置。该装置可回收高炉鼓风机所需能量的 30%～50%，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同时，

该装置正常运转时，能替代减压阀组，较好地调节稳定炉顶压力、净化煤气。

3.1.2 共用型 TRT

共用型是两座高炉共用一套高炉煤气余压透平发电装置的简称。利用两座高炉各自的大型阀门系统，

把煤气导入同一透平的不同流道，驱动一台发电机发电，使用两套可调静叶同时控制两座高炉的顶压，同

时该机组可满足一座高炉运行，另一座高炉休风或没有生产的工艺要求。该技术可用于同等规格炉型，也

可用于不同规格炉型。

3.1.3 3H-TRT

陕鼓和浙江大学合作研发推出了“提高高炉冶炼强度的顶压能量回收系统”（简称 3H-TRT），不仅能回

收高炉炉顶煤气具有的压力能和热能，而且通过采用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STPC技术对高炉顶压进行高精

度的智能控制，可升高高炉顶压的设定值，增大高炉送风的质量流量，从而提高高炉的冶炼强度，降低焦

比、实现高炉高效化。采用 3H-TRT系统不仅回收了以往在减压阀组浪费掉的能量，而且可提高高炉利用

系数 2%～3%，降低焦比 1%～3%，从而增加高炉生铁日产量，降低高炉冶炼成本，进一步强化高炉冶炼。

3.1.4 BP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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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RT（Blast Furnace Power Recovery Turbine的简称）装置是指煤气透平与电机同轴驱动的高炉鼓风

机组，该装置集成了高炉鼓风和能量回收两个机组的功能。它是由电能和煤气能双能源驱动的鼓风机组，

在该机组中的高炉煤气透平回收能量不是用来发电，而是直接同轴驱动鼓风机，没有发电机的机械能转变

为电能和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的二次能量转换的损失，回收效率更高。BPRT机组是第一次将煤气透平和高

炉鼓风机两套机组合并；而作为同一系统来设计，使 TRT原有的庞大系统简化合并，取消发电机及发配电

系统，合并自控系统，润滑油系统，动力油系统等，并将回收的能量直接作为旋转机械能补充在轴系上，

避免能量转换的损失，使驱动鼓风机的电机降低电流而节能。降低了产品成本，减少用户投资，提高市场

竞争力。

3.2 煤气富化燃料，低碳减排

高炉煤气在钢厂尾气二次能源总量中所占比例最大，目前的利用方式以燃烧为主，煤气热值不高，利

用效率低，同时增加了大量碳排放。

高炉煤气或富化后（掺烧高热值焦炉煤气或转炉煤气）主要用于高炉系统热风炉自耗（约占 45%左右）：

热风炉烧炉和烧结机点火用；复热式焦炉作燃料；加热炉或热处理炉燃料；石灰窑燃料等。

与高热值煤气（焦炉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掺混为混合煤气采用高温蓄热式燃烧技术（HTAC）

用于轧钢加热炉；纯烧高炉煤气锅炉蒸汽汽轮机发电；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CPP）等。

如国内某企业所采用的高炉煤气利用方式是在高炉煤气中掺入部分天然气，以提高其热值，供轧钢加

热炉使用。采用高炉煤气提纯 CO技术后，将 67000Nm3/h高炉煤气提纯得到 17500Nm3/h的 CO产品气直

接输送到加热炉，CO纯度超过 70%，热值达 8800KJ/Nm3。据合理计算，每年可替代天然气 3382104Nm3，

折合标煤 3.8万吨，相当于原来 1/4的天然气用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天然气的紧张需求。

3.3 高炉喷吹，低碳炼铁

对于存在高炉煤气富余或存在放散现象严重的钢铁企业，可将富余高炉煤气采用变压吸附提纯后作为

高炉还原性气体进行高炉炉顶煤气循环，用于高炉喷吹，可大幅度降低入炉焦比，实现低碳炼铁和节能减

排[3]。

3.3.1 ULCOS中的应用

ULCOS作为一项研究与技术开发项目，旨在开发突破性的炼钢工艺，达到 CO2减排的目标。该项目

集中了欧洲 48个钢铁公司、研究院所的力量，旨在通过突破性的技术发展，比如回收高炉煤气，利用氢气

和生物质能，开发分离 CO2以及如何在适合的地理结构中贮存 CO2等技术，使钢铁工业的 CO2排放量进一

步减小 30%～70%。

试验研究在瑞典律勒欧的 LKAB试验高炉上进行，该高炉工作容积为 8.2立方米，炉缸直径为 1.4米。

高炉设 3个炉缸风口，用于喷吹循环煤气、煤粉和氧气；设 3个炉身风口，用于喷吹高炉炉顶循环煤气。

把高炉炉顶煤气经过脱除 CO2处理，再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喷入高炉。从主风口喷入的炉顶煤气温度为

1250℃，从炉身下部的风口喷进高炉的炉顶煤气的温度为 900℃。用冷态纯氧喷吹代替通常的鼓风操作。

采用 VPSA（真空变压吸附）对炉顶煤气中的 CO2进行吸附分离，然后从高炉风口和炉身下部进行喷吹实

验，结果表明可削减输入碳 24%。

3.3.2 在 FINEX应用

炉顶煤气经变压吸附提纯后循环使用，炉顶煤气经除尘净化后约 41%通过加压变压吸附去除 CO2，使

煤气中的 CO2从 33%降到 3%，然后回到 R1作为还原气体再利用，以降低煤的消耗。燃料比（煤比）下降

明显，实现了低碳炼铁，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本。在 FINEX煤气处理系统中，增加了 CO2脱除装置，

用成熟的变压吸附法脱除煤气中的 CO2。脱除 CO2以后的煤气，作为还原剂用于流态化床反应器，提高了

铁矿粉的还原效率，使 FINEX燃料消耗下降。韩国浦项制铁公司在 FINEX2000工艺上开发应用了炉顶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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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循环和氧气风口喷吹技术后，燃料消耗显著下降，煤耗从 1070千克/吨下降到 830千克/吨；在 FINEX3000

将 4级流化床改为 3级流化床后，煤耗降低到 750千克/吨左右，达到同类型高炉的燃料消耗的水平。

3.3.3 在氧气高炉中应用

炉顶煤气经变压吸附提纯后，作为还原性气体用于高炉喷吹。在高炉喷吹炉顶煤气可行的方法有以下

3种：

（1）把炉顶煤气经过脱 CO2处理后，部分以冷态炉顶煤气加纯氧从炉缸风口喷进高炉，同时，把另

一部分经过加热到 900℃后喷进炉身风口。这种方式只经过 JFE理论研究认为可行，还没有经过试验验证。

在 JFE的研究中，该法与废塑料喷吹相结合，可减排 CO2量达 25%。

（2）炉缸风口喷吹 100%经过脱 CO2处理的热态高炉煤气和冷态工业氧或高富氧风。这种情况经过日

本东北大学理论计算是可行的，并且经过了俄罗斯土拉钢铁工业试验证实。土拉钢铁的工业试验表明，随

着氧浓度提高越多，生产率提高越大，焦比降低越多。在氧浓度为 87.7%的情况下，喷吹热高炉煤气时，

随焦炭带入的碳素减少了 28.5%，高炉的 CO2产生量大幅度降低。

（3）把高炉煤气经过脱 CO2处理，分别从炉缸风口和炉身风口喷进高炉。从炉缸风口喷入的高炉煤

气要加热到 1250℃，从炉身风口喷进的要加热到 900℃，且用冷态纯氧喷吹代替通常的鼓风操作。这种方

法经过 ULCOS的试验证明，可使炉况顺行，炉身工作效率稳定，最大可使燃料比减少 24%。如果加上脱

除高炉煤气中的 CO2量，会使 CO2减排量达到 76%。

根据以上实践和结论，高炉炉顶煤气循环氧气鼓风炼铁技术被列入《钢铁工业“十二五”规划》中技术

创新重点的节能减排新技术及资源、能源循环利用技术。

3.4 钢化联产，提质增效

当下我国正处于建设美丽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传统钢铁行业排放的大量高炉煤气、转炉

煤气和焦炉煤气是重要化工产品合成的原料来源。在生产钢铁产品的同时，利用高炉、转炉、焦炉产生的

工业尾气作为资源，经过前端净化（除尘、脱硫、除氧、脱碳）到关键气体（CO）分离提取，进而生产甲

醇、甲酸或者乙二醇等碳一化工产品的“钢化联产”联合生产模式。它为钢铁企业提供了一种循环经济耦

合发展的模式，也为钢铁企业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业务领域和全新的投资渠道，提供了一个跨行业耦合、实

现绿色发展、创造循环经济效益的参考思路。钢铁厂“三气”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合理回收利用成为关键。

通过钢化联产可实现高炉煤气资源的高效利用，显著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副产高炉煤

气可用于生产多种化工产品—羧基合成原料如合成氨和二甲醚等。提纯 CO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如甲醇、

乙醇、乙二醇、醋酸、醋酐、甲酸、聚氨酯（TDI）、二甲基酰胺（DMF）、碳酸二甲酯、丁辛醇等。由于

高炉煤气成本低低廉，生产化工产品更有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4.1 高炉煤气制甲醇

企业煤气资源丰富，利用富含碳资源的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和富含氢资源的焦炉煤气制备化工产品(如

甲醇)，进行高效的资源化利用，不仅可见实现C02减排，而且可以廉价地获得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针对

高炉煤气中氮气与CO、C02分离困难，开发出回收其中CO和CO2的变压吸附新技术。CO和CO2与变压吸附

从焦炉煤气中提取的H2配合，可获得满足要求的甲醇合成气，并同时保证钢铁生产的物质平衡和能量平衡。

新工艺为物理分离、混合过程，不包含转化等反应步骤，过程简单，是一种高炉煤气碳减排利用的有效方

法。

3.4.2 工业煤气发酵制乙醇

新西兰某公司全球首创了煤气发酵制燃料乙醇技术，该技术以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焦炉煤气及其彼

此 间 的 混 合 气 体 为 原 料 ， 通 过 微 生 物 发 酵 工 艺 ， 生 产 汽 车 及 航 空 用 燃 料 乙 醇 产 品

（6CO+3H2O→C2H5OH+4CO2）。全工艺流程包括气体预处理、生物发酵、酒精提纯、污水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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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高炉煤气提纯 CO技术顺利工业化应用，钢铁企业同样可采用变压吸附提纯 CO技术从高炉气、

转炉气中提取高纯度 CO气体，从焦炉气中提纯 H2，用于合成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例如乙二醇、丁辛醇、

合成氨等，有利于延长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构，走钢化联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一思路较之高炉煤气

提纯后燃烧利用具有更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钢铁企业摆脱微利局面，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4 结论

高炉煤气直接放散，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而高炉煤气直接燃烧，利用效率低效，产生大量

CO2。高炉煤气提纯技术富化 CO（＞70%）作为冶金燃气；富化 CO（＞70%）作为炼铁还原气；高纯 CO

（＞98%）可作为羧基合成原料合成高附加值产品。钢化联产有利于平衡钢铁市场由于价格波动带来的市

场风险，实现钢铁尾气的超值利用，多次高效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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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筒窑煤气系统热值提高在首钢股份应用实践

王利军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部，河北迁安,064404

摘 要：首钢迁钢公司随着新产线陆续投产，公司整体煤气资源出现了较大缺口，为解决煤气不足问题，专业人员对转炉煤

气回收消耗工艺进行了优化，增大转炉煤气回收量能够缓和公司煤气资源短缺的局面。但是，伴随转炉煤气回收量提高，其

热值会逐渐降低，转炉煤气刚性用户套筒窑生产受到影响。我们通过设备技术改造，增加一套煤气混合系统，可以从根本上

解决套筒窑因转炉煤气回收不连续、热值不稳定不能达产的问题，间接提高了石灰品质，降低石灰烧减；侧面改善了套筒窑

窑况，延长套筒窑使用寿命及检修周期；同时，转炉煤气回收量也得到了大幅的提高，有效的提高了二次能源再利用，降低

废气排放量。

关键词：套筒窑；煤气；热值；混合装置

中图分类号：TQ54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6764(2019)11-0030-04

引 言

迁钢公司共有两座 2650m³、一座 4000m³高炉，高炉煤气产量 140 万 m³/h；5 座 210 吨转炉，转炉煤气

产量 9.8 万 m³/h；6 座 55 孔焦炉（迁焦），焦炉煤气产量 15.8 万 m³/h；；有三座套筒窑，两座 550m³和

一座 600m³，分别生产轻烧白云石和高钙灰，使用转炉煤气作为燃料进行加热，产出 CaO 供炼钢转炉工序使

用。

1 存在问题

因公司后部工序陆续投产，副产煤气出现较大缺口，进而考虑增加转炉煤气回收量缓解燃料紧张的局

面。由于转炉煤气的发生规律和煤气成分变化具有强烈的周期性，这给转炉煤气的回收和利用带来了许多

困难，提高转炉煤气回收量后直接影响转炉煤气热值降低，导致转炉煤气刚性用户套筒窑产能降低，影响

炼钢工序生产，严重时需要外购石灰保产。为此，我们考虑对煤气系统设备进行技术改造，解决转气回收

和消耗之间的矛盾问题。

2 转炉煤气热值降低对套筒窑生产的影响分析

2.1 转炉煤气热值与套筒窑产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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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石灰石 CaO 含量 48%左右，目前 3#套筒窑煅烧的高钙灰石 CaO 含量 54%左右。煅烧普通灰石的单

位热耗约 930kcal/kg 石灰，煅烧高钙灰石的单位热耗约 1080 kcal/kg 石灰。转炉煤气热值对应的瞬时煤

气流量如下表：

煤气热值（kcal） 吨灰煤气耗量（m3/t） 煤气瞬时流量（m3/h）

1900 568 14211

1800 600 15000

1700 635 15882

1600 675 16875

1500 720 18000

表 1、转炉煤气热值和煤气瞬时流量关系

套筒窑利用系数 1.0，即日产达设计产能时，转炉煤气瞬时流量一般不超过 15000 m3/h，例如目前套

筒窑因转炉煤气热值低，煤气总管瞬时量已达 15000 m3/h，煤气支管阀门已全开，无法再加量。所以从表

1 可以看出，套筒窑煅烧高钙灰石高产时转炉煤气热值需求为 1800kcal。若转炉煤气热值无法满足 1800kcal

的条件，套筒窑产能受到影响，目前转炉煤气热值在 1600kcal 左右，严重影响套筒窑产能。产能影响程度

如下表：

煤气热值（kcal） 日产水平（吨/天） 套筒窑利用系数

1900 633 1.06

1850 617 1.03

1800 600 1.00

1750 583 0.97

1700 567 0.94

1650 550 0.92

1600 533 0.89

1550 517 0.86

1500 500 0.83

表 2、煤气热值与产能关系

从表 2可以看出，转炉煤气热值在 1800kcal，套筒窑利用系数达 1.0（即日产 600t）；目前转炉煤气

热值约 1600kcal，若热值相对稳定，套筒窑利用系数能维持在 0.9（即日产 540t），若热值波动大，窑内循

环风温度不稳定，套筒窑系数将低于 0.8（即日产 480t）以下。

2.2 转炉煤气热值变化对石灰质量的影响

套筒窑所需燃气要求质量稳定，低热值转炉煤气不能达到工艺要求。因套筒窑工艺特点，转炉煤气热

值过低、波动过频繁时，会产生窑况紊乱，调整修正窑况的时间长达数天，因此对石灰质量的影响非常严

重。例如 2015 年 4 月 2 日～5日 4天时间，转炉煤气热值波动幅度很大，最高 1750kcal，最低 1200kcal

以下，仅在 4 月 2 日 16:00～4 月 3日 8:00 的 16 小时区间里循环风温度符合要求，但是在此期间煤气支管

阀门已全开，虽然采取了紧急减产操作，但因转炉煤气热值过低且波动幅度过大，最终循环风温度由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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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 780℃，窑利用系数下调至 0.82，日产量下调幅度从 540t 至 490t，石灰供应炼钢使用非常紧张，且

导致 4 月 10 日 3#套筒窑无法进行检修前石灰储备，紧急采取外购石灰以填补计划检修石灰供应不足。

图 1、转炉煤气热值波动幅度情况

4 月 16 日 0:00～7:00 期间热值稳定，从热值仪数据显示维持在 1770 左右，套筒窑燃烧室温度基本稳

定在 1135℃，相应的循环风温度稳定在 823℃左右，7:00～21:00 热值大幅波动，幅度在 1250～1900kcal

之间，造成燃烧室温度大幅下降且极不稳定，通过紧急降低套筒窑负荷后，相应的循环风温度也不可避免

地大幅下降，从 826℃大幅下降至 786℃，幅度达 40℃。直观影响产量 80 吨，更严重的是石灰质量也大幅

下降，石灰烧减从 1.21%上升至 6.4%，石灰 CaO 从 97%下降至 90.91%，石灰质量波动持续 6 个班次。

464136312621161161

2100

2000

1900

1800

1700

1600

1500

1400

1300

1200

观测值

单
独

值

_
X =1743.4

_
X =1721.9

_
X =1703.4

UCL=1773.2

UCL=2085.6

UCL=2021.3

LCL=1713.6

LCL=1358.2
LCL=1385.5

夜班 白班 中班

1

1

热值 按 班次 的单值控制图

464136312621161161

1150

1140

1130

1120

1110

1100

1090

1080

1070

观测值

单
独

值

_
X =1134.13

_
X =1100

_
X =1114.88

UCL=1141.35

UCL=1110.80

UCL=1129.06

LCL=1126.91

LCL=1089.20

LCL=1100.69

夜班 白班 中班

1
1

1

11
1

111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下燃烧室温度（平均） 按 班次 的单值控制图

图 2、煤气热值变化 图 3、下燃烧室温度变化

464136312621161161

830

820

810

800

790

780

观测值

单
独

值

_
X =822.6 _

X =806.47

_
X =791.63

UCL=824.31

UCL=814.12

UCL=796.59

LCL=820.89

LCL=798.82

LCL=786.66

夜班 白班 中班

1
1

1

1

1
11111

11

1
1

1

1

1
11

1
1111

11111

循环风温度 按 班次 的单值控制图

4月18日4月18日4月18日4月17日4月17日4月17日4月16日4月16日4月16日4月15日

7

6

5

4

3

2

1

日期

烧
减

烧减 的时间序列图

图 4、循环风温度变化 图 5、石灰烧减变化

4 月 1 8 日4 月 1 8 日4 月 1 8 日4 月 1 7 日4 月 1 7 日4 月 1 7 日4 月 1 6 日4 月 1 6 日4 月 1 6 日4 月 1 5 日

9 7

9 6

9 5

9 4

9 3

9 2

9 1

日 期

C
a
O

C a O  的 时 间 序 列 图

图 6、石灰 CaO 变化

转炉煤气热值

循环风温度
套筒窑煤气支
管 阀 门 开 度
100%

407407



2.3 供套筒窑热值波动原因分析

通过套筒窑生产不稳定期间转炉煤气热值监控曲线查找对比分析，转气热值波动确实对套筒窑生产造

成影响，继续究其原因，该时段正在试验提高转炉煤气回收量，二炼钢转炉煤气回收系统 CO 回收开始条件

由 27%开始回收降低到 5%开始回收，结束回收条件为 CO 含量由 28%结束回收调整到小于 8%或氧含量大于 1%

结束回收，吨钢转炉煤气回收量增加 11m³，但是转炉煤气热值由 1900 大卡降低到 1600 大卡。转炉煤气热

值降低后，直接影响套筒窑转气消耗量增加。由于套筒窑供气系统和燃烧系统不能无限增大转气消耗量，

导致窑温不足，套筒窑产能降低，石灰石不能烧透，石灰活性品质变差。

3 供套筒窑煤气热值波动应对措施

3.1 增加一套煤气混合系统

包括：高炉煤气管道、转炉煤气管道、煤气混合器、热值分析仪、风机、精制焦炉煤气管道、普通焦

炉煤气管道等。其特点在于煤气的混合过程分为两级进行，第一级混合是进行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的混合，

第二级混合是进行高转混合气与焦炉煤气的混合。这种混合系统的主要优势在于：1、能够最大限度的使用

低品质的高炉、转炉煤气，减少焦炉煤气的使用量。2、根据不同用户对硫化物含量的要求，混入不同硫化

物含量的焦炉煤气，减少精制焦炉煤气的使用量。3、能够更加精确的控制混合煤气的热值，减少煤气热值

的波动。

3.2 混合比例原则

在保证总量平衡的前提下，提高煤气热值；若出现转炉煤气总量不够的情况，混入部分普通焦炉煤气，

保证混合煤气热值和煤气总量；在经混合器混合的高转混合气由热值分析仪检测热值后，经风机加压后送

出；经风机加压后的高转混合气在进入低硫化物要求的煤气用户前，经过用户前的煤气混合器与精制焦炉

煤气进行混合，经热值分析仪检测合格后供用户使用；经风机加压后的高转混合气在进入普通煤气用户前，

经过用户前的煤气混合器与普通焦炉煤气进行混合，经热值分析仪检测合格后供用户使用。

名称 符号 高炉煤气 焦炉煤气 转炉煤气

甲烷 CH4 20-23

碳氢化合物 CmHn 2

氢气 H2 1.5-1.8 58-60 1.5

一氧化碳 CO 27-30 5-7 56.7-61.2

二氧化碳 CO2 8-12 3-3.5 17.9-18.9

氮气 N2 55-57 7-8 19.03-22.4

氧气 O2 0.4-0.6 0.37-0.44

热值 Kcal 600-900 4000-4400 1700 左右

密度 kg/m3 1.295 0.45-0.55 1.368

燃点温度 ℃ 650 550 550

爆炸极限 % 35-74 5.5-30 18.22-83.22

表 3、高炉煤气、焦炉煤气、转炉煤气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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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焦混合气热值与各成分关系计算与调节控制

V 高+V 焦=1 ①

高热* V 高+焦热* V 焦=混热 ②

其中 V 高指高炉煤气体积比例，V 焦指焦炉煤气体积比例。

由①得出 V 高=1－V 焦 ③

将③代入②得出：

V 高=（焦热－混热）/（焦热－高热）

V 焦=（混热－高热）/（焦热－高热）

图 7、四蝶阀流量配比调节系统

在每组需要混合的煤气管道上，为使两种不同发热值的煤气流量成一定比例及保持混合后煤气压力的

稳定，设有一套压力调节装置 T1 和两套差压调节装置 T2、T3，在高炉煤气和焦炉煤气管道上各装有两个碟

阀，其中 b 和 c 具有相同的流量特性，即在保持碟阀前后的压差恒定的情况下，碟阀的相对开度和相对流

量之间的关系相同。

四个碟阀调节系统的动作过程：当用户减量时，混合煤气压力偏离给定值，压力调节器 T1 输出改变，

作用于执行机构，使蝶阀 a关小，减少焦炉煤气流量。这时蝶阀 b上的压差变小，此讯号使差压调节器 T2

的输出改变，作用于执行机构，使碟阀 b 关小，直至碟阀 b 上的压差恢复到原给定值为止。由于碟阀 b 和 c

同步运行，因此在碟阀 b关小的同时，碟阀 c 也关小，而差压变大。此讯号又使差压调节器 T3 的输出改变，

作用与执行机构，使碟阀 d 关小，减少高炉煤气流量，直至碟阀 c 上的压差恢复到原给定值为止。这样碟

阀 a、b、c、d 都因用户的减量而关小，但是两种煤气的流量配比却依然保持不变。

3.4 点对点精益控制。

随着新型钢铁材料的开发，套筒窑生产工艺对煤气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热值需要达到要求，

对煤气中的杂质也提出了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煤气中硫化物的含量提出了苛刻的要求。硫化物主要

存在于焦炉煤气中，而焦炉煤气是钢铁厂副产煤气中热值最高的，在煤气混合系统中大量用到。一般焦炉

煤气经净化处理后主要的硫化物指标 H2S 的含量控制在 200mg/m
3
以内，精制焦炉煤气控制在 20 mg/m

3
以内。

精制焦炉煤气的成本较一般焦炉煤气的加工成本显著上升。一般煤气混合站同时对于几台热值要求相同的

设备，而这些设备对硫化物的要求却不一样。因此，如果单纯的使用一般焦炉煤气会由于硫化物的含量过

高而影响有些用户的正常生产；如果单纯的使用精制焦炉煤气会造成能源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企业的效益。

为此，再单独设置精制和普通焦炉煤气供不同需求的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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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煤气混合系统的系统图

图中（1）高炉煤气、（2）转炉煤气、（3）煤气混合器、（4）热值分析仪、（5）风机、（6）精制焦炉煤

气、（7）普通焦炉煤气。

4 改进后效果

4.1 通过使用该系统可为套筒窑供应不同品质的煤气，纯转炉煤气、纯焦炉煤气以及满足套筒窑生产

需求的混合煤气（主要是供应套筒窑的煤气热值要求大于 1800kcal）。

煤气种类 H2 O2 CO2 CnHm N2 CH4 CO
质检化验热

值 kcal/m3

转炉煤气 1.50 0.70 16.87 0 28.83 0.320 51.78 1643

转焦混气 13.92 0.76 14.09 0 24.97 2.910 43.35 1928

表 4、转炉煤气和转焦混合煤气成分热值对比

4.2 供应混合煤气后，套筒窑工艺操作趋于稳定，燃烧室温度控制精度提高，达到了 1280℃，比试验

前上升约 140℃、循环风温度稳定性提高，平均温度可达 852℃、窑顶废气温度及出灰温度同步下降。产能

水平由每天 480 吨～505 吨，逐渐提升至每天 600 吨水平，达到了套筒窑设计产能要求，为打高产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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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套筒窑日产能力达产趋势图 图 10、套筒窑循环风温度控制趋势图

4.3 石灰质量整体稳定，活性度由 408ml 提高到 417 ml，CaO 含量 94%以上。在满足套筒窑满产的前提

下，套筒窑煤气耗量约 15000m³/h，焦气占总燃气流量约 15%，约 2250m³/h。继续开展验证试验，套筒窑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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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普通焦炉煤气后石灰成分中硫含量有增高现象，均高于 0.020%，掺烧精制焦炉煤气恢复正常。

煤气情况 MgO% 烧减% SiO2% CaO% S% 活性度 CO2%

普通焦气+转气 0.54 1.2 0.29 95.29 0.021 409 0.43

普通焦气+转气 0.57 0.77 0.44 95.46 0.022 0.47

普通焦气+转气 0.37 2.53 0.21 94.3 0.022 2.05

普通焦气+转气 0.62 1.07 1.24 94.44 0.024 0.31

精制焦气+转气 0.51 0.6 0.54 96.43 0.010 417 0.32

精制焦气+转气 0.52 0.57 0.64 96.19 0.008 0.3

精制焦气+转气 0.5 1.69 0.4 95.56 0.006 0.41

精制焦气+转气 0.4 0.7 0.28 96.69 0.006 0.31

精制焦气+转气 0.42 1.2 0.2 96.06 0.009 408 0.74

表 5、套筒窑掺烧普通焦气和精制焦气对石灰质量的影响对比

4.4 通过增加煤气混合调节手段，从根本上解决煤气用户在生产过程中因煤气热值不稳定、品质差产

生的影响。提高转炉煤气回收量不再受用户制约，只要氧含量合格（小于 1.0%）就可以回收，吨钢转炉煤

气回收量由 95m³提高到 106 m³，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5 结语

炼钢转炉煤气回收是当前国内钢铁企业节能工作的重点。转炉煤气的热值较高，是钢铁企业煤气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转炉负能炼钢的重要环节。转炉煤气的有效回收利用既可以节能增效，又有环境

效益。在日趋严峻的环保形势下，少排放或者不排放，做到副产能源循环利用、高效利用是冶金企业懒以

生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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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创新引领和高质量发展

刘文权
1
，宋文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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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北京，100013；2.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201900；3.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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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减量调整、创新发展、降本增效、标准引领、智慧制造、低碳和氢冶金等方面论述了炼铁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实现炼铁高质量发展的途径，并指出了炼铁创新发展的方向:烧结烟气循环工艺、强力混合机在烧结机中的应用、烧结

竖罐冷却和余热发电技术、高比例球团矿生产和应用、高炉冲渣水余热回收利用技术、煤气变压吸附技术等。

关键词：智慧制造；低碳；高质量

Ironmaking innovation leads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bstract: Staring from the adjustment,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ost decreasing and benefit increasing，standard lea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low carbon and hydrogen metallurgy etc aspects discusse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ronmaking implementation way of ironmak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oints out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ironmaking innovation: sintering flue gas recirculation technology, strong mixing machine in the application of

sintering machine, cooling and waste heat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high percentage pellet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blast

furnace slag water waste heat recycling technology, the gas PSA(Pressure Swing Adsorption) , etc.

Key word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Low carbon; High quality

1 前言

在过去、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钢铁材料因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性能优越、体系成熟、应用广泛、

绿色循环等特点都是应用最广泛的结构材料和重要的功能材料。而炼铁系统能耗、环保和成本等占钢铁

长流程 70%左右，在钢铁生产长流程中重要性凸显。

采用下游行业分析预测法和 GDP 消费强度法两种方法，对 2020～2030 年中国钢材需求进行预

测，从中长期、整体的角度来看，中国钢材实际消费呈现“弧顶”+“下降通道”的走势，但不排除

一些年份的波动反复。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成为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炼铁

业在发展理念、技术创新、降本增效、标准引领、智慧制造和低碳及氢冶金等方面已进入创新和高

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2 减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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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地区生铁产量增长尤为突出，中国、韩国和印度等生铁和直接还原铁产

量的增长引领全球铁产量的增长。“十五”至“十二五”时期，炼铁产量进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时

期，进入“十三五”时期，炼铁产量增速趋缓，但仍保持个位数的增速。与此同时，中国生铁产量

占世界生铁产量的比重趋于稳定，但已超过半壁江山，而过高生铁产量和以长流程为主（2018年铁

钢比0.83，全球铁钢比平均0.69，扣除我国铁钢比为0.55）给削减CO2、节能减排（烟粉尘、SO 2、

NOx排放等）和降低成本（铁矿石价格高企）带来巨大的压力。 “十五”至“十三五”时期，炼铁

增长率由两位数增长逐渐下降至个位数，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

型）所决定的。随着我国钢铁积蓄量持续增加，废钢的供应量持续增加，高炉铁水比例将相对钢产

量逐渐下降或铁水产量绝对下降，这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不排除个别地区一段时期的高炉铁

水产量增加。同时，随着电炉减少铁水比例，短流程新建电炉投产和转炉增加废钢比，我国高炉炼

铁产量开始逐步下降将是大概率事件[1]。钢铁发展的时代主题由“增量、扩能”已经转到“减量、

调整”，减量调整时代已然来临，但会波动反复。

3 创新发展

我国钢铁企业自主开发如下炼铁新技术，通过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实现炼铁高质

量发展。

3.1 节能减排—烧结烟气循环技术

烧结烟气循环利用技术已有不同的流程在欧洲、日本和中国等钢厂应用。生产实践应用表明，

烧结烟气循环技术可减少烧结烟气的外排总量，是减轻烧结厂烟气污染的最有效手段；可大幅降低

烧结厂烟气处理设施的投资和运行费用；可减少外排烟气带走的热量，减少热损失，CO二次燃烧，

降低固体燃耗。可减少外排烟气中的有害物质总量。

烧结烟气循环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和发展，国内外目前主要有 5种烟气循环利用的工业化烧结技

术方案：EOS、LEEP、EPOSINT、区域性废气循环和烧结废气余热循环技术。烟气循环烧结工艺可使

烧结生产的各种污染物排放减少 45%～80%，降低固体燃耗 2～5千克/吨或降低工序能耗 5%以上。

首钢迁钢 360m2烧结机（循环风量约 20%）和山钢日照 2台 500m2烧结机（循环风量约 35%）。

其中首钢迁钢烟气循环由首钢技术研究院和北科大合作开发，取得了提质、节能和减排的良好效果，

烧结矿平均粒径提高 12%，烧结综合返矿率下降 6.6 个百分点，固体燃料降低了 3.35kg/t，高炉粉

尘排放降低了 27.3%，SO2减排 15.34%，NOx 减排 22.37%。

3.2 提质增效—强力混合机技术在烧结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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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混合机在烧结机应用可取得如下效果：混匀效果提高，制粒效果增强， 透气性提高 10%；焦粉

添加比例降低 0.5%；烧结速度提高 10%～12%；生产能力提高 8%～10%。

2012 年台湾龙钢一期 248m
2
烧结机、二期 387m

2
烧结机的新建烧结项目，采用一台强力混合机和一台

滚筒制粒机，取代二次料场和一混；2012 年巴西 Usiminas 200m2烧结机改造项目；2013 年安赛乐米塔

尔比利时根特厂 220m
2
烧结机改造项目等均采用强力混合机。奥图泰 Outotec 公司近年来在巴西 CSA、

印度 TATA、Jindal、NMDC、SAIL 等大型烧结项目采用强力混合机混合并制粒，即由高性能的混合机代替

圆筒混合机和制粒机。2015 年本钢板材率先在 566m
2
新建烧结项目上采用立式强力混合机；宝钢股份、

山西建邦钢铁、江苏长强钢铁等烧结机均在一混前增加强力混合机。

3.3 绿色减排—烧结竖罐冷却及余热发电技术

竖罐冷却热烧结矿及余热发电装置可替代烧结机环冷机、带冷机作为新建项目的烧结工艺冷却

设备，也可替代既有烧结的环冷机、带冷机，实现热烧结矿显热的高效回收；特别是对于既有的步

进式烧结机，采用竖冷窑替代机上冷却功能，将原机上冷却段改为烧结段以加大烧结面积，使原烧

结机产量提高约 70%，同时烧结矿显热可实现高效极限回收。采用竖罐冷却技术代替环冷机或带冷

机，冷却风供风总量可减少一半左右；热烟气 100%全部回收，且温度约可提高至 450℃以上，余热

回收效率显著提高；与环冷机余热回收总量相比可提高 60%～80%，增效明显。天津天丰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采用该技术实现烧结余热发电 27kWh/t，年余热回收效益 4216 万元（0.64 元/kWh），相当于

年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5.56 万吨；与传统环冷工艺相比减少了冷却风量 50%以上，解决了废气的无组

织排放问题，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兴澄特钢、宝钢股份梅山钢铁、瑞丰钢铁和鞍

钢等烧结机采用竖罐冷却技术处于调试阶段或在建中。

3.4 炉料优化—熔剂性球团矿和高比例球团矿冶炼技术

球团生产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烧结。目前，球团矿配比 13%左右，明显偏低，未来应提高至

30%以上, 从炉料结构上促进高炉炼铁绿色发展。按现有酸性球团矿品质和烧结矿工艺来看，达到 30%球

团矿比例是可以实现的，但要达到 60%以上球团矿比例则需要使用熔剂性球团矿。因此，行业、企业应

重视对熔剂性球团矿技术和高比例球团冶炼工艺技术的研究和技术储备，在未来发展中要重视炉料结构

的优化，并配套完善措施。首钢京唐公司球团厂 2012 年 6 月组织配加 MgO 球团的工业试验表明，配加

MgO 粉能改善球团矿冶金性能，降低其还原膨胀率；凌源钢铁公司、津西钢铁公司和河北宣化正朴铁业

等曾采用熔剂性球团替代酸性球团冶炼，取得焦比降低，利用系数提高效果；首钢京唐带式焙烧机和湛

江钢铁龙腾球团设计有 MgO 配加装置，具备生产含 MgO 或熔剂性球团的条件。

3.5 产城共融—高炉冲渣水余热回收技术

冲渣水余热的回收方式有利用冲渣水采暖、浴池用水和余热发电。北方地区部分钢厂利用冲渣

水采暖或作浴池用水或用于钢铁企业的鼓风预热，除盐水预热，混料加热，设备的除湿热水等供应，

并给钢企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由于高炉冲渣水余热回收利用回收期短，经济效益显著，为钢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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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元产业提供了新的途径；替换燃煤锅炉采暖，彻底解决了燃煤锅炉外排废气、SO2等污染物的排

放，从源头上大大减轻或消除雾霾的发生。同时不需要购买燃气或不需要储存燃煤的仓库或取消运

输燃煤的物流环节，人力、物力成本也大大减少，给城市运转减少压力，并有效解决长期困扰城市

供暖资金短缺问题。南方地区开发低温余热资源最成熟的技术——有机朗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ORC），

将高炉冲渣水余热回收用于低温余热发电，其市场前景广阔；为城市与钢铁企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

途径和新模式，为加速城市型钢厂绿色转型、融入城市经济圈提供了重要支撑。城市型钢铁企业与

城市形成了互相依存、和谐共融的健康发展局面，促进了钢厂与城市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钢厂与

环境、城市和谐发展的新道路。

2.6 创新发展—煤气变压吸附技术

高炉煤气提纯（或浓缩）采用变压吸附（VPSA）方式将高炉煤气中的主要可燃气体CO进行提纯

（或浓缩），根据用户需求得到含40%～99.99%CO产品气，该产品气可作为高热值燃烧气体（燃料）、

高炉还原性气体，还可用于生产化工产品如合成氨、甲醇、醋酸和二甲醚等。对于存在高炉煤气富

余或存在放散现象严重的钢铁企业，可将富余高炉煤气采用变压吸附提纯后进行高炉炉顶煤气循环，

用于高炉喷吹，可大幅度降低入炉焦比，实现低碳炼铁和节能减排。也可将高炉煤气提纯得到的含

70%左右CO替代天然气、液化气使用，缓解煤气资源紧张，用于轧钢加热炉或退火炉，减少外购天然

气，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该技术已在国内某钢厂成功投运；FINEX炉顶煤气经变压吸附提纯后循环使

用，燃料比（煤比）下降明显，实现了低碳炼铁，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本。

4 降本增效

在产品同质化竞争和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成本竞争力逐渐成为核心竞争力。生铁成本低则竞

争力强，有利润就能发展，反之亏损即会被市场淘汰。钢铁企业的总成本可分为制造成本、管理费

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四个部分，其中制造成本约占总成本的 65%左右，而制造成本中约有 70%

属于铁前工序。从近期看，成本高低与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有关，这是可改变的竞争因素。通

过生铁对标挖潜分析可发现企业的潜力，促进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铁前系统对标挖潜、降本增效应围绕优化焦化配煤结构、优化烧结混匀料配比、优化球团矿配比、

优化高炉入炉原料结构、优化高炉燃料结构、优化原燃料采购结构、优化物流贮运和优化二次能源

利用等八个方面进行优化。

5 标准引领

目前，标准业已称为国际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国力之争主要是市场之争，市场之争乃企业之争；而

企业之争主要是技术之争，技术之争最终归结于标准之争。俗话说：三流企业作产品，二流企业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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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企业作标准。近年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在铁前工序开展标准化工作，引领炼铁业转型升级和

创新发展。

5.1《4000 立方米及以上高炉入炉原燃料技术要求》

《4000立方米及以上高炉入炉原燃料技术要求》（计划号 2016-1683T-YB）已通过工信厅科[2016]214

号 2016年第四批行业标准立项。

5.2《烧结烟气循环利用技术规范》

《烧结烟气循环利用技术规范》（计划号 2017-0078T-YB）已通过工信厅科[2017]40号 2017年第一

批行业标准立项。

5.3《强逆流混合机》

《强逆流混合机》（计划号 2017-0442T-YB）已通过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年第二批行业标准立

项。

5.4 拟制定的标准

物料刮板取料机、烧结用生石灰消化器、烧结球团混合料水分在线检测技术规范、高炉炉内成像、

激光测料面检测和雷达在线检测技术要求等标准正在拟定中。未来将有更多炼铁和原燃料、烧结、球团

等标准陆续推出。

6 智慧制造

近年来，宝钢股份在三高炉炉前作业自动化、焦炉电车无人化、原料场堆取料机远程化、高炉控制

中心等智慧制造项目持续推进。通过建成启用的高炉控制中心，积极探索多基地协同的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高炉生产管理模式，推行远程信息化支撑体系，实现专家远程指导，有效提高操作协同指挥、远程

支持效率、打造高炉“智慧芯”；在以移动技术提高专家对高炉操作指导的效率，做到“全天候”护航

的同时，通过不断优化系统功能，实现了报表电子化、四座高炉的操作一体化和高炉专家系统的全覆盖

。未来还将以高炉生产智能化为核心，以数值模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主要技术，以高炉理论计算和

生产状态判断经验为评价标准，以专家系统为实施途径，建设数字化高炉，引领生产技术新革命。高炉

控制中心包含集中控制、智慧维检、远程诊断支持及多基地协同中心，不仅实现了四座高炉控制室物理

意义上的合一，而且注重有机融合，通过一体化的操作平台统一规范和标准，可强化交流、协作和互补

，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操作水平。

韶钢铁区一体化智慧集中控制将 42个中控室合并为 1个集控中心，为无边界协同奠定基础。核心技

术包含顶层设计及系统优化、远距离安全集控和一体化智能管控三大核心技术体系。目前，已经实现的

协同包括以高炉为中心的铁区一体化协同以及铁区和能源介质跨区域的大协同，从而彻底打破区域和工

序间的传递边界，有利于高效管理和生产。集控后，韶钢铁区人事效率提升 30%，控制系统运行效率提

升 60%。

7 低碳和氢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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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气候变化，国外冶金行业制定低碳技术路线图和低碳炼铁研究项目[2]。我国也在低碳炼

铁技术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果。

7.1 欧洲超低 CO2排放技术（ULCOS）

项目分三个阶段实施。

ULCOS Ⅰ（2004 年～2010 年） ：理论研究和中试试验阶段。4 个最有前景技术：高炉炉顶煤气循

环（TGR-BF）、新型直接还原工艺（ULCOSRED）、新型熔融还原工艺（HIsarna）和电解铁矿石（电解冶

金法 ULCOWIN、电流直接还原工艺 ULCOLYSIS）。

ULCOS Ⅱ（2010 年～2015 年）：工业示范阶段，通过对欧洲几个综合型炼钢厂的设备进行改造，建

立中试装置，并对这些方案的工艺、装备、经济和稳定性等因素进行了检验和完善。

ULCOS Ⅲ（2015 年～）：建设第一条工业生产线，最终实现吨钢 CO2减排 50%。

7.2 日本创新的炼铁工艺技术（COURSE50）

COURSE50 目标是通过开发 CO2吸收液和利用废热的再生技术，实现高炉煤气的 CO2分离和回收。进而

通过与地下、水下 CO2贮留技术革新相结合，将向大气排放的 CO2减至最小。主要研发的技术包括用氢还

原铁矿石的技术开发；焦炉煤气提高氢含量技术开发；CO2分离、回收技术开发；显热回收技术开发等。

减排目标如果能够实现即可使CO2减排30%（使 CO2排放从1.64吨 CO2/吨粗钢降低到1.15吨 CO2/吨粗钢）。

但考虑此时需要以某种形式补充焦炉煤气的能量，因此考虑是否可应用核电等不产生 CO2的能源。

7.3 韩国开发氢还原炼铁

浦项制铁与韩国核能研究所合作，共同开发第四代核反应堆，从而能够产生 950℃以上的高温和以

低廉的成本生产出大量的氢。

氢还原炼铁法四项核心技术：（1）氢气增幅技术：通过焦炉煤气（COG）改质，提高 COG 中氢含量，

使其达到高炉氢还原要求；（2）实际操作中的全新技术开发：氢气吹入技术、炉内化学反应最佳化技术、

难还原矿及低品位矿石还原技术、焦炭\烧结矿\炉渣品质设计技术等实际操作中需要的全新技术开发非

常重要；（3）超耐热\超耐腐蚀原材料开发：需要先行开发可以储藏高温、高压氢气和在 900℃以上的

高温下的超耐腐蚀高温材料；（4）利用氢气的直接还原铁（DRI）生产技术：开发利用氢气，将铁矿石

在固体状态下直接还原成 DRI 的生产技术，从而使用 DRI 替代在电炉中使用的高级废钢。

7.4 美国低碳炼铁技术

美国钢铁协会目前正致力于降低钢铁工业 CO2排放的技术研发项目包括
[3]
：

7.4.1 用氢闪速熔炼生产生铁，用氢或氢和 CO 混合物做燃料，替代炼铁生产过程中所用的煤和焦炭，

目前该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

7.4.2 熔融氧化物电解研究，由 MIT 材料科学工程系科研团队在实验室利用环境更加友好的熔融氧

化物电解工艺成功地获得了生产铁的新方法。熔融氧化物电解工艺与常规金属生产技术有着明显的不同，

是将电流通过液态氧化铁，分解成为铁水和氧气，生产完全不含碳的铁，因此不产生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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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新型悬浮炼铁技术、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研究等。

7.5 碳冶金与氢冶金循环

中国宝武根据钢铁行业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发展趋势及时将工艺技术创新的重点转向绿色、环保

领域，根据自身积累的技术研发资源，结合企业的实践探索，从钢铁冶炼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计算各

种不同能源品种（碳、氢、电）在炼铁还原和升温过程中所消耗的数量及对应的直接与间接排放量，在

考量不同能源品种的市场价格后综合平衡最优成本与最低排放之间的关系，确定了中国宝武低碳炼铁工

艺技术创新路线图：高炉 COREX化；最大限度提高还原剂利用率；加热方式改为电加热或其它热源；

重点发展四大减碳技术——炉顶煤气循环氧气高炉、复合喷吹、新型炉料、微波烧结。实现从 20世纪“氧

时代”到 21世纪“氢时代”过渡。

8 结束语

新时代，炼铁业通过减量调整、创新发展、降本增效、标准引领、智慧制造、低碳和氢冶金等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实现炼铁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炼铁创新发展的方向主要有：烧结烟气循环工艺、强力混合机在烧结机中的应用、烧结竖罐冷却和

余热发电技术、高比例球团矿生产和应用、高炉冲渣水余热回收利用技术、煤气变压吸附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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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缸浇注修复技术在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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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彻底解决因炉缸严重侵蚀带来的安全隐患，首钢股份公司对 2 号高炉进行了炉缸浇注修复。炉缸浇注修复内容包

括放残铁、炉缸清理、炉缸浇注和高炉恢复生产等环节。基于施工前对炉缸浇注修复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评估和可靠的炉缸

侵蚀程度计算和现场测量，以及成熟的炉缸浇注技术，此次炉缸浇注修复达到了预期目标。完成炉缸浇注修复后，首钢股份

公司 2 号高炉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得以迅速强化和提升。

关键词 高炉 放残铁 炉缸浇注 炉缸修复

Application of Hearth Pouring Repair Technology in No.2 Blast Furnace of

Shougang

ZHAO Manxiang 1 JIA Guoli 1 ZHANG Haibin 1 ZHANG Yong 2 DUANWeibing 1 YANG Xiaoting 1

（Beijing Shougang Co.,Ltd.）1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Shougang Group Co.,Ltd.)2

Abstract In order to thoroughly solve th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caused by serious erosion of hearth, Pouring repair of hearth was

applied to No. 2 BF of Beijing Shougang Co. Rehabilitation construction includes discharging residual iron, hearth cleaning, hearth

pouring and blast furnace start-up. Based on sufficient feasibility evaluation, reliable erosion calculation and field measurement before

construction, and mature hearth pouring technology, this hearth pouring repair has achieved the expected goal.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repair,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blast furnace have been strengthened rapidly, The service life of blast furnace

hearth is prolonged..

Key Words blast furnace，removal of iron residues，hearth casting，hearth repair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于 2007 年 1 月 4 日开炉投产，设计炉龄为

 赵满祥：硕士，工程师。收稿/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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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随着炉役期的增长，炉缸侵蚀日益严重，截止 2018 年 6 月，共导致 5 次停风凉炉和 16 次堵风

口，降低了高炉冶炼强度。且长期频繁的加钛护炉对高炉的各项技术和经济指标均造成严重影响，制约了

高炉产能的发挥和铁水质量的稳定。

为了降低护炉成本，改善铁水质量和延长高炉寿命，经过长期摸索和充分调研，并在进行了充分可行

性评估的基础上，首钢股份公司于 2018 年 8 月开始对 2 号高炉炉缸进行了整体浇注修复，从根本上解

决了炉缸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了高炉的高产稳产。

1 炉缸浇注修复的迫切性及可行性

1）保障生产安全，改善铁水质量，提高铁水产能。炉缸侧壁水温差长期居高不下是首钢股份公司 2 号

高炉生产中存在的巨大安全隐患，主动提前进行炉缸整体浇注修复，不仅可消除恶性烧出事故的隐患，而

且可以避免加钛护炉、保障铁水质量和降低高附加值品种钢冶炼难度。此外，因炉缸存在安全隐患，首钢

股份公司 2 号高炉被迫下调高炉有效容积利用系数，产量损失达 500 t/d 以上。进行炉缸整体浇注修复

是快速提升高炉产能的有效手段。

2）修复技术可靠，延长高炉寿命，检修时间充足。炉缸整体浇注修复技术目前已趋于成熟，修复效果

可靠，国内外均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包头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有效容积为 2 200 m
3
的高炉、五矿营口中板

有限责任公司的有效容积为 2 350 m
3
的高炉、本溪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有效容积为 2 600 m

3
的高炉分别

于 2017 年 5 月、12 月和 2018 年 2 月进行了炉缸炭砖利旧整体浇注修复。墨西哥 AHMSA 钢铁集团的

有效容积为 2 200 m
3
的 5 号高炉（UCAR 小块炭砖炉缸）在运行 18 年后，也于 2012 年 6 月进行了放

残铁、清理炉缸和制模浇注，修复后的高炉从开炉至现在，生产一切正常。高炉进行炉缸浇注修复后，预

计可延长寿命 3 年以上，因而对高炉炉缸进行碳砖利旧条件下的整体浇注修复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此外，

近年来高频度的环保限产也使得高炉检修有相对充裕的时间。

2 炉缸浇注修复前准备工作

2.1 残铁口确定

采用了傅立叶导热公式计算炉缸侵蚀的程度，也就是对炉底最大侵蚀面的标高和陶瓷垫的残余厚度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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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开炉以来，炉底中心点标高为 5.898 m 的热电偶最高温度为 279 ℃；

炉底中心点标高为 5.497 m 的热电偶最高温度为 211 ℃。按照原厚度为 1.4 m 的陶瓷垫未被侵蚀完测

算，由傅立叶导热公式推算陶瓷垫的残余厚度 d3 的计算式为：

�� = �� [
�� ɵ���
λ� �����

� ��
��
� ��

��
] (1)

式中，λ3 为陶瓷垫导热系数，w/（m·K）；θ 为铁水凝固温度，取 1 150 ℃；t1 为陶瓷垫冷面温度，

t3 为陶瓷垫热面温度， d1 为高导热碳砖两点温度的间距，取 0.401 m；λ1 为高导热碳砖导热系数，w/

（m·K）；d2 为微孔碳砖厚度，取 0.802 m；λ2 为微孔碳砖和导热系数，w/（m·K）。

利用傅立叶导热公式计算的 d3 为 0.345 m，由此推算炉底最大侵蚀面的标高为 7.045 m。为了数据准

确性，进一步利用拉姆热工公式对 d3 进行了核算，经核算 d3 为 0.486 m，由此推算最大侵蚀面标高为 7.186

m，由此可见，傅立叶导热公式和拉姆热工公式的计算结果较为接近。

在炉缸侵蚀程度计算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确认残铁口标高的准确性，进行了炉皮贴片测温。炉皮贴

片测温为自动测温，每 5 min 测 1 组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汇总并分析，寻找温度拐点。再根据现场管道

和线路的布置情况，将残铁口方位最终确定在第二段冷却壁的第 9 号水箱附近，并结合炉皮温度将残铁口

确定在标高为 6.9 m 的位置。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残铁口的位置如图 1 所示。

1-侵蚀线；2-残铁口

图 1 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残铁口的位置

2.2 放残铁准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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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施工现场环境和条件，为了利于渣铁流动，需增大残铁沟角度，最终确定以设置残铁坑的方式处

理残铁。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残铁坑的布置情况如图 2 所示。

1-残铁坑；2-支沟嘴；3-主残铁沟

图 2 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残铁坑的布置情况

由图 2 可见，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残铁坑中主残铁沟的长度为 26 m，坡度为 7°，残铁坑上方的

残铁沟长度为 30 m，标高为 3.7～0.1 m，坡度为 7°，并设置 9 个支沟嘴，间距为 3 m。因时值雨季，

残铁坑采取了设置挡水墙和铺垫捣打料等防水措施。

2.3 放残铁过程

2018 年 7 月 31 日，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降料面并停炉后进入放残铁过程。放残铁操作之前需要

对二段冷却壁进行改水管和吹扫，然后切割炉皮，炉皮的实际切割面积为 700 mm×800 mm，对炉皮进行切

割并拆卸冷却壁水管后进行烧冷却壁操作，另外需将残铁钩前端接头进行焊接，最后进行开残铁口操作。

使用 Φ45 mm 的钻头和长度为 2 m 的钎杆进行开口，钻孔深度达 1 m 后改用 Φ50 mm 的钻头进行扩径，

钻孔深度接近 1.4 m 左右，当钻头钻不动时，再用长度为 12 m 的长氧气管烧残铁口，直至铁水流出。放

残铁操作历时 100 min，共放残铁约 400 t。从降料面停炉至放完残铁共历时 21.6 h。首钢股份公司 2 号

高炉放残铁过程各工序的计划和实际耗时情况见表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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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放残铁过程各工序的计划和实际耗时情况

工 序 名 称

计 划 实 际

开工日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历时/h 开工日期
开始时

间
结束时间 历时/h

二段水箱改水管

2018 年

7月 31 日

05:00 09:00 4

2018 年

7 月 31 日

05:30 08:30 3
二段水箱吹扫

割炉皮 09:00 13:00 4 08:45 13:30 4.8

烧冷却壁 13:00 15:00 4 16:00 17:50 1.8

残铁沟前端接头焊接 15:00 20:00 5 20:30 03:30 7

烧残铁口 20:00 24:00 4
2018 年

8月 1日

04:20 07:40 3.�

放残铁
2018 年

8 月 1 日
00:00 08:00 8 07:40 09:20 1.7

高炉放残铁后对炉缸进行残余渣铁的清理，清理过程发现，炉底最大侵蚀面实际标高与计算标高偏差

较大，主要是由于陶瓷垫第二层间隙渗铁严重，导致第二层陶瓷垫的热导率升高，进而导致陶瓷垫厚度发

生变化。但由于施工前对残铁口的标高进行确定的时候考虑到了炉皮温度拐点，故实际残铁口的标高相对

准确。此外，由于残铁口附近空间狭窄，操作环境恶劣，被焦炭卡塞后的残铁口难以疏通，导致部分残铁

滞留炉内，增加了炉缸清理难度。

2.4 凉炉及炉缸清理

1）凉炉。制作凉炉打水管 10 根，规格为 Φ45 mm×6 mm×7 000 mm，打水管出水孔区域长度为 1 000

mm，孔径为 Φ5，孔间距为 35 mm，共开 3 排孔。在凉炉打水管的进水端焊接 1 个 DN40 单丝头，与高

炉风口的进水金属软管连接，利用高炉风口电磁流量计显示打水量，打水量的累计流量在煤水操作室显示

屏显示。打水过程中，采用间歇式打水方式，在保证凉炉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护炉内残留的碳砖砌体，

凉炉过程的打水 量为 1 500 t。

2）炉缸清理。为最大限度保护炉内残留的碳砖砌体，保证炉壳的整体强度，此次炉缸浇注修复过程未

切割炉壳，即开大门，因此，炉缸清理出的残渣、残铁和残砖等废料主要由高炉风口和炉顶大方人孔运出。

高炉风口的出料量为 510 t，炉顶大方人孔的出料量为 2 573 t。采用了人工、钩机和重锤破碎等多种方

式对炉缸进行清理。清理掉炉缸表层已经脆化失效和产生环裂的碳砖，并将保留的碳砖表面清理干净，用

坚固的碳砖作为浇注基准面；吹扫炉缸及风口区域的浇注界面，并将碳砖界面喷涂防氧化粘接剂，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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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砖界面在烘烤过程中接触水蒸气而氧化，同时增加碳砖与浇注料的结合性。

3 炉缸浇注修复

采用耐侵蚀性能较好的 MP10 浇注料对炉缸进行浇注修复，该浇注料以刚玉及碳化硅为主要原料，以

硅溶胶为结合剂，采取泵送浇注工艺，浇注体具有高温耐压强度高，抗渣铁侵蚀性能好和抗冲刷等优点。

炉缸浇注修复施工内容如下：

1）恢复 2 层炉底陶瓷垫，使陶瓷垫厚度达到 1 m，将死铁层厚度增加至 2.5 m。

2）将铁口中心线以下非铁口区域浇注层的厚度增加 150 mm，现浇注层的厚度为 1 293 mm，高度为 2

200 mm。

3）将铁口区域厚度增加 500 mm，现碳砖的厚度为 2 214 mm，高度为 3 700 mm，

4）将铁口中心线以上非铁口区域浇注层的厚度增加 80 mm，现浇注层厚度为 1 223 mm。

5）将风口区域浇注层的厚度减薄 80 mm，使浇注料垂直段上沿与大套上沿距离为 180 mm。

6）采用 Φ220 mm 的圆盘磨铣打磨铁口通道，在铁口通道内预埋 1 根 Φ89 mm 的圆铁管，再用浇

注料进行整体浇注。

7）将清理完残余渣铁后的残铁口通道用浇注料整体浇注。

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炉缸浇注修复情况如图 3 所示。

（a） （b）

（a）剖面图； （b）俯视图

图 3 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炉缸浇注修复情况示意图

由图 3 可见，为了强化对炉缸薄弱部位耐材的防护，同时减少炉门维护的工作量，此次炉缸浇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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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在原炉型基础上，着重对炉缸侧壁的重点部位及铁口区域进行了适当加厚。

本次炉缸浇注修复累计支模 7 次，浇注 8 次，累计耗用浇注料 759 t，耗时 225 h。完成浇注后，采

用喷涂方式将风口带上沿因浇注产生的错台形成倒角，使整个浇注面形成平滑过渡带。风口带上沿喷涂后

形成倒角的效果如图 4 所示，浇注修复完成后炉缸内部形貌如图 5 所示。

图 4 风口带上沿喷涂后形成倒角效果

图 5 浇注修复后炉缸内部形貌

由图 5 可见，炉缸内部形貌总体变化趋势为炉缸直径缩小、死铁层加深和铁口区域加厚。

4 炉缸浇注修复后高炉生产情况

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在完成炉缸浇注修复后，进行了炉体喷涂造衬，并在烘炉过程中将原烘炉曲线

中升温段的升温速率由 60 ℃/h 调整为 37.5 ℃/h，以防止因升温速率过快导致上部喷涂料爆裂脱落，本

次烘炉耗时共计 80 h。为了利于烘炉期间炉缸浇注料中水分的排出，在炉缸第一段冷却壁水箱炉壳的北侧

和西南侧各设置了一个排水孔，即利旧灌浆孔，出于安全考虑，烘炉结束后将该排水孔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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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股份公司 2 号高炉完成炉缸浇注修复后，炉门较浇注前更易深度维护，打泥量较浇注前下降

15%～20%，炉内冶炼强化过程较顺利，技术人员在较短时间内就摸索出适应新炉型的高炉基本操作制度和

炉前出铁制度。目前首钢股份 2 号高炉的焦炭负荷和铁水产量逐月稳步提升，已接近该高炉的历史最好水

平。炉缸浇注修复前后高炉利用系数和高炉焦比分别如图 6，7 所示。

注：2018 年 8、9 月份为炉缸浇注施工期，数据不具代表性。

图 6 炉缸浇注修复前后高炉利用系数

注：2018 年 8、9 月份为炉缸浇注施工期，数据不具代表性。

图 7 炉缸浇注修复前后高炉焦比

由图 6，7 可见，炉缸浇注修复后高炉利用系数显著提高，高炉焦比显著降低

5 结 论

高效、安全和彻底的放残铁操作以及炉缸清理工作是高炉进行炉缸浇注修复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前提，

也是总工期计划兑现率的有力保障，因此，必须结合高炉实际情况制定周密细致的专项方案和相关预案，

并反复测算相关数据和评估方案可实施性，以确保炉缸浇注修复的顺利进行。结果表明，浇注修复对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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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正是可行的，尤其是对高炉炉门区域进行适当加厚，可起到抑制炉缸侵蚀和利于炉门深度维护的作用。

炉缸浇注修复后的烘炉和排出炉缸浇注料中水分的工作至关重要，决定着炉缸浇注修复的质量和安全性，

并影响高炉冶炼恢复进程。因此，炉缸浇注修复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平衡好施工安全、修复工期和

修复质量等多方面关系。

编辑/张小明 英文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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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京唐 2#高炉大修开炉生产实践
甄昆泰 郑朋超 王喜元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河北唐山 063200）

摘 要：对首钢京唐 2#高炉 2019 年开炉实践进行了总结。开炉炉缸采用硬杂木填充法，开创性地提出了以低渣比为中心的

炉缸热状态高效提升技术，精准控制炉料装填技术；软融带形成精确控制；分步爬升加风操作技术及模式化料制调整，出铁

时间精确控制，实现了顺利开炉，为其它同类型高炉开炉工作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高炉；开炉；低渣比；软融带；出铁

1 前言

首钢京唐公司2#高炉（5500m3）于2010年建成投产，于2019年停炉更换炉缸碳砖。由于超大型高炉低

的高径比（1.93），死铁层深（3.0米）、容铁量多，炉喉截面积大、炉料分布控制难度高，超大型高炉开炉

技术未成型，等一系列有待实践探索的技术问题，因此，如何实现超大型高炉安全、高效环保开炉成为炼

铁工作者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总结解决的问题。

2 开炉准备

2.1 烘炉及炉体试压

为节省时间，本次高炉烘炉采取与试压检漏同时进行的方式。烘炉安装烘炉导管

烘炉控制要求：升温或降温的幅度控制在15℃/h以下；烘炉过程中最大风量为5350m3/min，控制顶温

≯350℃。顶温偏高优先减风，风量控制下限2300m3/min，风量达到下限之后，顶温依然偏高则降风温。

表 1：烘炉风温控制表

操作 风温范围 总计

升温 74→300℃ 24小时 10分钟

恒温 300±5℃ 26小时

升温 300→550℃ 20小时

恒温 550℃以上 58小时

降温 550→350℃ 14小时

恒温 350±5℃ 6小时

降温 350→193℃ 9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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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烘炉风温趋势图

图 2 试压检漏趋势图

2.2 炉缸填充

此次炉缸填充采用硬杂木填充。采用硬杂木填充的优点：高炉点火后，风口前焦炭燃烧产生高温煤气，

为了加热炉缸，要使一部分高温煤气流向炉底，枕木填充，炉缸的孔隙大，热量容易导出均匀加热炉缸；

开炉较之焦炭开炉所形成的炉芯晚、小；燃烧生成的灰分很少，不易产生高温和难熔的炉渣；在大幅度降

低成本的同时,有利于出好第一次铁；并可避免因枕木挥发分含量高造成干法布袋除尘堵而延缓高炉送气进

程的缺陷[1]。

图3 炉缸填充情况

本次2#高炉以硬杂木进行炉缸填充，填充时尽量码放整齐，填充到风口中心线以下1.0 m处，炉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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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1.0 m高的堆包，本次开炉烘炉导管拆除后留在炉缸，炉底共加72t底焦，杂木共计倒运62车，共计279t。

3 开炉料

3.1 低渣比是京唐超大型高炉开炉的基本原则

3.1.1 低渣比开炉的优势

高炉开炉成功的关键是能否处理好四个关键环节：快速加热炉缸，提高料柱透气性，快速送气，出好

第一次铁。低渣比开炉配料对这四个关键环节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在焦比一定的情况下，同样的热量可

以把低渣量的渣铁加热到更高的温度，从而提高炉缸热度；其次，渣比的降低促使渣量减少，提高料柱透

气性；在提高料柱透气性、有利于料尺的尽早自由活动、便于恢复风量的同时，低渣比配料也提高了炉顶

煤气温度，为采用全干法布袋除尘工艺的高炉快速送气创造了条件；最后，高渣比配料开炉时，在铁水液

面没有到达铁口中心线时常常因为高炉憋风或者炉渣液面过于靠近风口循环区威胁风口安全高炉被迫提前

出铁，第一次出铁时往往先见渣后见铁，造成炉前出铁工作被动。低渣比配料开炉可以保证第一次出铁时

先见铁后见渣，有利于第一次出铁[2]。

3.1.2 低渣比开炉的炉料结构

经过多次开炉实践，京唐2#高炉减少或取消了传统开炉常加的硅石、锰矿及其他低品位块矿入炉。大

幅度提高了正常料的球比，正常料炉料结构由37%烧结矿+63%球团矿过渡到7.77%烧结矿+92.2%球团矿。只

配加少量萤石。正常料渣比下降到111 kg/t，全炉渣比控制在500kg/t以下。正常料渣比、焦比情况见下表：

表2 2#高炉开炉正常料渣比焦比情况

炉别 负荷
渣比

（kg/t）

焦比

(kg/t)

1#高炉 2.5 170 602

2#高炉 2.5 134 589

3#高炉 2.5 111 571

2#高炉 2.5 111 571

首钢京唐公司5500 m3高炉取消传统开炉常加的锰矿入炉，除降低开炉料渣比外，主要是考虑到[Mn]对

铁水流动性的影响。实践表明，[Mn]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改善铁水流动性，但是如果炉温过高，高[Si]高[Mn]

会造成铁水黏稠，降低铁水流动性[3]。考虑到开炉初期铁水[Si]比较高，为防止高[Si]高[Mn]造成第一次出铁

困难，京唐5500 m3高炉开炉配料没有使用锰矿。

3.1.3 低渣比开炉的渣系变化及应对方案

低渣比配料会因渣比降低导致出铁时渣量不足，渣流小，炉渣容易粘沟；渣量小，造成(Al2O3)含量偏

高。对此，京唐高炉采用提高渣铁温度、配加萤石、适当延后第一次出铁时间等措施来抵消低渣比配料对

炉渣流动性的影响。

(1)配加萤石应对高铝渣的高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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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2可以与 CaO，MgO，A1203等高熔点氧化物形成低熔点共晶体，如枪晶石、镁黄长石等低熔点物质，

降低了炉渣的熔化温度、熔化性温度和黏度，从而提高炉渣流动性。利用李晓红等人提供的公式估算，配

加萤石保持渣中(CaF2)在 3.0%，造成炉渣熔化性温度降低 45℃[4]。可见，保持渣中(CaF2)在 3.0%以上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Al2O3)对炉渣流动性的影响。

京唐高炉开炉时，开炉料中的空焦和正常料每批配加 600 kg 萤石，全炉炉渣中(CaF2)控制在 3.5%-5.5%

区间内，以消除高(Al2O3)的不利影响，达到提高炉渣流动性目的。

为保证开炉炉渣流动性良好，按计划值对炉渣黏度进行了计算，见下表

表 3 开炉炉渣黏度计算

炉别
计算炉渣成分（%）

铁水温度

（计划）
炉渣黏度

SiO2 Al2O3 CaO MgO CaF2 °C Pa.S

1 高炉 33.0 22.00 31.0 5.32 3.67 1500 0.1400

2 高炉 35.0 25.77 30.0 4.82 5.28 1500 0.0782

3 高炉 36.6 31.23 26.0 2.76 4.02 1500 0.1405

2 高炉 36.6 32.10 26.0 3.10 4.50 1500 0.1588

此黏度炉渣属于中等黏度炉渣，黏度范围（0.02 Pa.S 至 0.2 Pa.S）

(2)提高渣铁温度

炉渣黏度随着温度的提高而降低，所以提高渣铁温度可以大幅度改善渣铁流动性。为提高渣铁温度，

必须尽快加热炉缸，提高炉缸热度。为此，首钢京唐高炉采取以下措施：

（a）选择合适的全炉焦比，合理安排开炉料位置。京唐高炉开炉全炉焦比控为 3.0t/t 至 3.2t/t。在位置

安排上，造渣料距离风口中心线 7.08 米，含铁料距离风口中心线 14.04 米。合理的空焦、正常料位置为尽

早形成软融带奠定基础，较低的焦比为高煤气利用率做好支撑。

（b）采用全开风口的方式。全开风口有助于携带更多热量入炉，下部初始煤气分布均匀，有利于炉缸

均匀活跃和快速加热。

（c）安装铁口喷吹导管,加热高炉炉缸。铁口喷吹达 12h 以上。

（d）放弃传统开炉常加的锰矿，也为炉缸节省了额外的热量支出。

（e）开炉矿焦比低，整体透气性强，所以在装料制度制定中不以降低煤气利用率为手段。中心少加或

不加焦炭，以期获得较高的物理热。

（3）适当延后第一次出铁时间

通过计算随时监测渣铁面在炉缸位置，适当延后第一次铁出铁时间，可以有效缓解渣量不足造成炉渣

容易粘渣沟的问题。

3.2 2#高炉开炉料计算及装料制度确定

装料采用分段式加入方式。2#高炉开炉送风拉料料种分净焦、空焦、正常料。

入炉总矿石量为 1170t，焦炭量 2475t，入炉总铁量 800.2t，焦比 3070kg/t，渣比 477kg/t，炉渣二元碱

度 0.71。

二高炉开炉初始装料为：矿石 40（3）38（3）35.5（3）33（2），焦炭 42（3）40（3）38（2）35.5（2）

33（2）30（2）27（2）9（2），矿批 90t，焦批 36t。总体思路为维持较高煤气利用率，保持边缘、中心两

条煤气通路。

4 开炉实践

4.1 开炉过程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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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30 日 18：06，2 高炉正式点火送风。送风初始状态，风量 1500 N m3/min， 24 分钟后风

口亮，1 小时 19 分钟风口全亮，1 小时 34 分钟走拉荒，风量加至 3266 Nm3/min， 3 小时 45 分钟合气。送

风后 15小时风量达到 5800 Nm3/min，加风速度为 250-300 Nm3/h，点火送风 34小时，风量达到 7300 Nm3/min，

富氧率 1%，开炉 57 小时风量 7900 Nm3/min，富氧率达到 3.7%。

表 4 京唐 2
#
高炉开炉主要操作参数统计

日期
风量 风温 压差 透气 实际风速 鼓风动能

m3/min ℃ kg/cm2 指数 m/s KJ/s

1 日 689 609 0.07 8455 46 734

2 日 5536 980 1.16 5067 211 7447

3 日 7668 1157 1.62 4743 246 13193

4 日 7994 1216 1.74 4605 254 14258

5 日 8046 1215 1.84 4379 251 13805

6 日 7999 1215 1.85 4329 248 13523

7 日 8035 1222 1.84 4381 251 13995

图 4 开炉达产情况

开炉第三天利用系数达到 2.18 焦炭负荷达到 5.00，焦比 304kg/t。

4.2 开炉重要节点的控制

4.2.1 铁口喷出

开炉前 4 个铁口提前安装铁口喷吹导管，开炉时将 4 个铁口孔道全部打开。点燃煤气。喷吹铁口的意

义在于高温风量鼓入高炉，点燃杂木，和焦炭反应的高温煤气自铁口喷出，起到均匀、迅速加热炉缸的

作用。喷吹铁口时间越长越好。2#高炉铁口喷吹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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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高炉铁口喷吹情况

铁口 喷吹时间 堵口情况

1# 17h15min 见渣粒堵口

2# 16h09min 见渣粒堵口

3# 15h40min 见渣粒堵口

4# 17h25min 见渣粒堵口

4.2.2 开炉初期风量控制及送气

开炉风量的选择原则为高炉所能接受的最大风量。原因在于高炉送风系统处于低温状态，大风量助于

迅速加热管系，给高炉提供更多的热源。在送风未送气之前风量的大小受制于系统管径的面积，因此送气

前风量是有最大值的。2#高炉采取了打开两个放散阀和拉荒管 1m 阀的方式送风，以争取风量。此种方式计

算通过最大风量为 3800 Nm3/min。

随着开炉技术逐步成熟，合气间隔大幅下降，既减少气体外排，实现环保开炉，又迅速加

热炉缸，加快了开炉进程。下表给出来京唐高炉开炉历次合气情况。

表 6 京唐高炉开炉合气情况

炉号 合气间隔时间

1#高炉 5h42min

2#高炉 5h

3#高炉 4h42min

2#高炉（第二代） 3h45min

4.2.3 软融带的控制技术

开炉炉温和物理热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软融带位置的高低、形成的早晚和软融带的形状。只有软

融带形成才能有铁生成，形成有效的煤气利用率。因此采用多加净焦、空焦大幅度提高软融带位置，提高

全炉焦比是不合适宜的，只会获得高硅低物理热。若软融带位置过低则会造成热量不足，金属料预热、还

原时间过短，造成炉温低。通过若干次摸索，2#高炉金属料位置放在炉身下沿以上 6.2 至 6.5m。

5 开炉后达产情况

表 7 2#高炉开炉后指标完成情况

日期
产量/ 利用系数/ 焦比（含焦丁）/ 煤比/ 燃料比/ 炉温/

（t） （t·m-3·d-1） (kg·t-1) (kg·t-1) (kg·t-1) %
1 日 2234 0.41 1112 92 1204 1.90

2 日 9776 1.78 380 146 526 1.15

3 日 11791 2.14 324 180 504 0.53

4 日 11555 2.10 324 194 518 0.62

5 日 12268 2.23 312 184 496 0.54

6 日 12719 2.31 310 186 496 0.42

7 日 12216 2.22 322 193 515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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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炉第 3 天铁水产量突破 10000 吨，第 6 天达到设计产能，利用系数达到 2.3t/m3.d，同时燃料比降低

到 500kg/t 左右，创历次开炉最好水平。

6 结束语

首钢京唐 2#高炉大修后的开炉以“快速加热炉缸、提高料柱透气性、快速送气、出好首次铁”为指导

思想，通过在开炉生产中采用低渣比配料，硬杂木炉缸填充，科学控制初期风量和软融带位置，做到了安

全顺利开炉，为国内大型高炉开炉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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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炉型特征参数确定高炉入炉有害元素上限的探讨

陈辉 1、2，王凯 3，孙健 2，任立军 3，王伟 2，陈建 3，梁海龙 2，董茂林 3，武建龙 2，

（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绿色可循环钢铁流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43；

2.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钢铁技术研究所，北京，100043；
3.首钢京唐联合钢铁有限公司炼铁作业部，河北省唐山市，063200）

摘要：入炉有害元素及其危害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控制标准和实际入炉负荷水平相差较大，仅个别

企业能满足控制标准的要求。通过对炉容大型化期间，不同炉容高炉炉型参数的分析发现：随炉容大型化，

高炉各部位并未同比例地增加，炉腰以下部位增加幅度较高，炉身和炉喉增加幅度较低；以各部位容积与侧

面积之比定义的炉型特征参数来看，炉型特征参数成倍增加，将导致有害元素在炉墙富集结厚的可能性。并

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依炉型特征参数制订入炉有害元素上限的技术建议。

关键词：高炉，炉型，大型化，有害元素，炉型特征参数

1. 引言

钢铁工艺流程中所涉及的有害元素，其有害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对钢材性能的负面影响，二是对钢铁工

艺正常运行的负面影响两个方面。随着冶炼技术进步，有害元素对钢材性能的的危害在减弱，而对钢铁工艺

流程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高炉冶炼工艺过程。

大量的研究和生产实践表明：铁前工艺造成危害的元素主要是钾、钠和锌。其危害一方面是破坏含铁和

含碳炉料，阻止冶炼过程进行，冶炼过程不能实现长周期、高水平稳定运行，如炉墙结厚导致的炉况失常，

再如高炉难以获得热量充沛铁水，进而易导致炉冷或冻结等恶性事故；另一方面，则因其易产生低熔点、易

挥发性物质，导致冷却壁破损，炉缸内衬砖恶性侵蚀，影响高炉装备的寿命。考虑到有害元素含量低，且均

由含铁和含碳炉料带入流程内，因此，如何科学地制订控制标准，客观地反映实践成为炼铁工作者的任务之

一。

本文对入炉有害元素控制标准以及实际水平调查的基础上，重点针对其易在炉墙结厚、破坏操作炉型的

问题，研究提出了表征不同炉容高炉特点的炉型特征参数，结合有害元素在炉内高温挥发-低温凝结的特点，

从减少对操作炉型影响的角度，尝试提出了针对不同高炉入炉有害元素控制标准进行修订的建议，以更客观

地丰富炼铁理论和接近实践。

2. 入炉有害元素及危害

通常将影响钢材质量，钢铁产线稳定、安全和长周期运行的的元素称为有害元素，如钾、钠、硫、锌、

铅、磷、砷、氟、锡、铜和钛等元素。

随钢铁技术的进步，钢铁工艺的完善，通过转炉炼钢前的铁水预处理可以实现对硫元素的脱除，转炉双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资助(2017YFB0304300&2017YFB0304302)；
2. 陈辉，1975~，男，博士，高级工程师，hui-ch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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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造脱磷渣，也可以完成脱磷。因此，硫和磷等杂质元素在预处理和脱除后，对钢材质量的危害可以控制。

近年来，关于钾、钠和锌元素，在高炉冶炼条件下，炉内含铁和含碳炉料对炉况影响，以及耐火砖衬侵

蚀机理的研究较多，尤其是表现在炉况长周期失常、高炉炉缸碳砖出现急剧升高的高温点，炉缸寿命大幅缩

减、长寿运行受到挑战等方面。所获基本认知如下。

（1）锌在冶炼过程循环富集，并破坏砖衬

锌在炼铁过程中很容易还原，在大于 1000℃时还原成 Zn，因其沸点低（907℃），还原出来的 Zn 气化

后进入煤气中，一部分会随煤气逸出炉外，一部分可能又被氧化，被炉料吸收，再度随炉料下降被还原，形

成循环。

Zn蒸气沉积在高炉上部砖衬缝隙中或炉墙面上，当其氧化后体积膨胀会损坏砖衬或形成结瘤。

（2）碱金属对高炉生产有很大危害。

它能降低矿石的软化温度、引起球团矿异常膨胀而严重粉化；促进强化焦炭气化反应能力，使反应后强

度急剧降低而粉化；造成高炉料柱透气性严重恶化，危及正常生产；液态或固态碱金属粘附于炉衬上，能使

炉墙严重结瘤，又破坏炉衬。

K、Na 的沸点只有 799℃和 882℃，还原出来的碱金属立即会随煤气流上升，与炉料中的矿物结合生成

氰化物、氟化物和硅酸盐等。当炉料温度下降到＞1050℃时，碱金属又会被还原出来。故碱金属在高炉内得

到循环和富集。

综上所述，有害元素危害的重心主要在炼铁工序，体现在炉况的顺行状态和炉缸安全长寿等方面，尽管

已得到炼铁工作者的关注，但冶炼过程的实际控制方面，却难有成效。

3. 有害元素控制标准与实际入炉负荷水平有较大偏差

文献资料表明：对有害元素的学术研究较多，影响机理已基本清楚；但在实践控制方面难以满足控制标

准的要求。

GB50427-2015 对有害元素的规定

对有害元素控制规范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 1963 年老一辈炼铁工作者编制的《高炉炼铁工艺设计规

范》，至 1975 年版《炼铁设计参考资料》中，尽管未明确提出有关入炉有害元素（K，Na 和 Zn）负荷（kg/t
铁）控制水平，但对矿石含锌量进行了规定，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到矿石中含钾与钠元素的含量控制。

最近一次修改是 2015 年由中冶赛迪主导的 GB50427-2015 版《高炉炼铁工艺设计规范》，有害元素控制

规范沿用了 2008 年的相关数据，也没有进一步详细的阐述。

表 1 可查到的入炉有害元素控制相关的国家规范

GB50427-2008 GB50427-2015
K2O+Na2O ≤3.0 ≤3.0

Zn ≤0.15 ≤0.15
Pb ≤0.15 ≤0.15
As ≤0.1 ≤0.1
S ≤4.0 ≤4.0
Cl- ≤0.6 ≤0.6

K，Na 和 Zn 等有害元素的入炉负荷控制水平相差较大

由于 K，Na 和 Zn 等有害元素在入炉原料中的含量和入炉负荷的绝对数量较低，不同企业在实际控制方

面的关注程度与力度不一。其原因有二个：一方面与其资源特点相关，另一方面与其技术方针和原则相关。

国内企业入炉碱负荷的实际水平与标准偏偏差不大，但入炉锌含量与控制标准相差较大，且不同企业间存在

明显的差别，甚至有企业高达 1kg/t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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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外钢铁企业入炉有害元素的实际控制规范

企业名称 锌负荷（g/t 铁） 企业名称 K2O+Na2O（kg/t 铁）

新日铁 <200（1998 年数据） 新日铁 ﹤2.5
奥钢联 75（1998 年数据） 川琦制铁 ﹤3.1

芬兰 Raahe 64（1998 年数据） 多米尼钢与铸造公司 ﹤3.0
Salzgittr 192（1998 年数据） 加拿大钢铁公司 ﹤2.72
Sidmar 139（1998 年数据） 美琼斯劳林公司 ﹤5.0

Schwelgern 100（1998 年数据） 美钢公司吉尼瓦厂 ﹤4.5
霍戈文 140（1998 年数据） 蒂森施韦尔厂 ﹤4.5
宝钢 2BF 130（2003 年数据） 奥克塞洛松德冶金厂 ﹤7.5
酒钢 1BF 1795（2005 年数据） 英钢联公司 3.5~12
酒钢 2BF 1455（2005 年数据） 洛林公司 ﹤7.0
鞍钢 <150 鞍钢 <2.0

太钢 <120 太钢 <2.3

本钢 5 炉 1119 本钢 5 炉 2.677
本钢 6 炉 1036 本钢 6 炉 2.305
本钢 7 炉 851 本钢 7 炉 2.248

本钢新 1 炉 748 本钢新 1 炉 2.059

现阶段，可以认为炼铁工作者制订了严格的入炉控制标准，但实际入炉负荷水平参差不齐，不同企业相

差较大；除宝钢、太钢等少数大型钢铁企业能满足标准要求外，其他大多数企业难以达到控制标准，比较来

看，K2O+Na2O 的受控程度优于锌元素。

分析认为导致控制标准执行不力的主要原因，一是产线未将铁前工艺真正地一体化考虑，资源供应-铁
前配煤、配矿-造块-高炉使用等诸多工序分散，每一工序追逐各自的利益；二是钾、钠和锌含量低、危害过

程累积延迟，数据分析上很难获得一一对应的直接关系。因此，如何“一炉一策”地制订标准并严格执行，

需要对其危害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并有针对性的制订措施。

4. 讨论

随炼铁技术的进步，炼铁高炉炉容的大型化是其主要技术方向之一。尽管高炉内型大致相同，但不同部

位所承担的冶炼功能不同，且炉容大型化的过程中，不同部位也不是同比例扩大的。考虑钾、钠和锌元素因

其易导致炉墙结瘤或结厚，以及对炉缸衬砖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探讨不同部位容积与侧面积的比例关系。

高炉炉容增大与炉型参数变化特点

文献和资料调查，通过考察 1000m3到 5800m3不同容积高炉的炉型参数（下表所列）。

表 3 1000m3 到 5800m3 不同容积高炉的炉型参数

项目 单位 A B C D E F G H
有效容积 Vu,m3 1036 2100 3200 4000 4500 4822 5500 5800
炉缸直径 d,mm 7400 10400 12400 13500 14100 14500 15500 15300
炉腰直径 D,mm 8460 11550 13700 14900 15500 16400 17000 17500
炉喉直径 d1,mm 5760 8150 9000 9600 10500 10700 11200 11000

死铁层厚度 h0,mm 977 1600 2400 3000 2000 3582 3000 3200
炉缸高度 h1,mm 3750 4350 4900 5100 5300 5400 5400 6000
炉腹高度 h2,mm 3300 3400 3500 3800 4100 5500 4000 4000
炉腰高度 h3,mm 1800 2200 2000 2700 2700 1200 2500 2400
炉身高度 h4,mm 14100 13950 17800 17800 17100 16700 18400 18600
炉喉高度 h5,mm 2300 2000 2000 2000 1840 2200 2500 2200
有效高度 hu,mm 24650 25900 30200 31400 31040 31000 32800 33200
炉缸体积 m3 161 369 591 730 827 891 1018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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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缸侧面积 m2 87 142 191 216 235 246 263 288
炉腹体积 m3 163 322 468 602 706 1032 830 846

炉腹侧面积 m2 82 117 143 169 191 267 204 206
炉腰体积 m3 101 230 295 471 509 253 567 577

炉腰侧面积 m2 48 80 86 126 131 62 133 132
炉身体积 m3 566 1073 1826 2130 2297 2442 2912 3016

炉身侧面积 m2 315 431 634 685 698 711 815 832
炉喉体积 m3 60 104 127 145 159 198 246 209

炉喉侧面积 m2 42 51 57 60 61 74 88 76
炉内体积 m3 1052 2099 3307 4076 4498 4817 5574 5751

炉体侧面积 m2 574 822 1111 1257 1315 1359 1503 1534

例如 1036m3的 A 炉和 5800m3的 H 炉比较。

（1）高炉内容积增加 5.47 倍，但炉缸、炉腹、炉腰、炉身和炉喉各部位容积并未同比例地增加，其中

炉缸和炉腰部位容积增加倍数较高，分别为 6.84 和 5.71；炉腹、炉身和炉喉部位容积增加倍数较低，分别为

5.18、5.33 和 3.49。
（2）高炉侧面积增加 2.68 倍，同样地，炉缸、炉腹、炉腰、炉身和炉喉各部位侧面积并未同比例地增

加，其中炉缸和炉腰部位容积增加倍数较高，分别为 3.31 和 2.76；炉腹、炉身和炉喉部位容积增加倍数较低，

分别为 2.51、2.64 和 1.82。
考虑入炉有害元素负荷不变，若炉内容积增加倍数高于侧面积增加倍数，则会增加炉墙结厚的趋势。因

此，随炉容的增加或炉型参数的变化规律不一，钾、钠和锌元素引起炉墙结厚的可能性将增加。

随高炉炉容增加，单位侧面积对应炉内各部位容积之比

对国内外 23 座高炉（容积自 1036m3到 5800m3）的炉型参数进行调查，并计算出各部位的容积和侧面

积，以炉内各部位容积与其侧面积之比作为炉型特征参数。对比不同容积高炉炉型特征参数（下图所示）。

图 1 为 23 座不同容积高炉的炉型特征参数

随炉容增加，不同容积高炉的炉型特征参数和变化趋势各具特点。（1）在炉容大型化期间，各单位非

常重视对炉腰部位的调整，炉腰部位的炉型特征参数增加幅度最大（5800m3高炉已达到 4.38）；（2）其次

是炉腹，炉腹部位的炉型特征参数增加幅度较大（5800m3高炉已达到 4.11）；（3）再次是炉缸，炉缸部位

的炉型特征参数增加幅度较大（5800m3高炉已达到 3.83）；（2）炉身和炉喉部位的炉型特征参数增加幅度

较小（5800m3高炉分别为 3.62 和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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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型特征参数变化不一的特点，反映了高炉设计和操作者在高炉炼铁冶炼规律把握方面的认识，有利于

促进高炉接受更多的炉腹煤气量进而强化冶炼，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适应有害元素负荷的能力渐差，国内大

型高炉曾长期难以获得高水平的冶炼，原因之一就是有害元素控制不力，操作炉型不支撑高水平强化。

不同容种高炉对有害元素的许应能力或控制标准

无视高炉容积和炉型特征参数来讨论入炉有害元素控制标准是不恰当的。学术上，针对有害元素在基础

理论和实验研究已开展的大量探索工作是有效的，但需要落实到产线层面。自上世纪借鉴经验制订的有害元

素控制上限数值，长期不做出客观的修订，将难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与相互促进。

研究认为，应依据炉型特征参数，对不同容积的高炉有针对性地制订有害元素控制上限。基本思路是：

以现有 GB50427-2018 标准约定的有害元素上限为基础，以 4000m3高炉为基准，随炉容的增加和炉型特征参

数的变化为依据，以不增加炉型侧面积对应的焦炭负荷量为原则制订。以钾、钠和锌元素为例，不同容积高

炉有害元素入炉负荷标准修订如下表所列。

表 4 以 1000m3 高炉为基准，不同容积高炉有害元素负荷上限（建议值）

项目 A 炉 B 炉 C 炉 D炉 E 炉 F炉 G 炉 H 炉

锌负荷，g/t 铁 150 108 92 85 80 78 74 73
K2O+Na2O（kg/t 铁） 3 2.15 1.85 1.70 1.61 1.55 1.48 1.47

表 5 以 4000m3 高炉为基准，不同容积高炉有害元素负荷上限（建议值）

项目 A 炉 B 炉 C 炉 D 炉 E 炉 F 炉 G 炉 H 炉

锌负荷，g/t 铁 289 207 178 163 155 150 143 141
K2O+Na2O（kg/t 铁） 5.78 4.15 3.56 3.27 3.10 3.00 2.86 2.83

分析认为，以 1000m3高炉为基准，对于高于 1000m3的高炉其有害元素控制上限标准有些高，生产实践

中很难达到；以 4000m3高炉为基准（国内外实现长期顺稳并获得长寿实践可以支撑），不同容积高炉的有

害元素控制上限可能更接近实际，也更具操作性。

5. 可能的结论

（1）对铁前工艺，有害元素主要是钾、钠和锌，其危害主要表现在高炉难以获得高水平冶炼，充沛热

度的铁水和长寿；

（2）对全部高炉（不分炉容大小），GB50427-2015 有一个统一的相对严格的控制标准，但实际控制水

平与标准相差较大；

（3）研究提出高炉各部位的炉型特征参数，即各部位的内容积与相应侧面积之比，该值越高，则单位

侧面积对应的炉内容积越大，其接受有害元素的能力越低；

（4）考虑高炉冶炼与入炉有害元素负荷实绩，提出了以 40003 高炉为基础，依高炉炉容大小和炉型特

征参数对入炉有害元素的控制标准进行修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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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煤气喷碱脱硫工艺技术规模化工程设计特点
赵良武 曹勇杰 韩渝京 李 鹏 陶有志 吴 媛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43）

摘 要：高炉煤气脱硫是近年来国家环保政策在钢铁行业重要体现，高炉煤气脱硫工艺由于开发应用时间较短，目前

在工程实践中主要有湿法与干法两种技术路线，且都处于努力爬坡阶段，特别是目前脱硫催化转化法工艺应用有了初步的实

用效果，使脱硫标准达到更高的水平。高炉煤气脱硫工艺应该遵循精准方针，视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工艺。本文介绍一种采

用管道喷碱直接脱硫工艺的规模化工程设计应用情况，探索高炉煤气脱硫的技术内涵及方法，推动钢铁企业低硫化进程进一

步发展，实现高炉煤气脱硫的技术目标。

关键词：高炉煤气；喷碱脱硫；规模化应用；设计特点

中图分类号：TF547 文献标识码：B

Large-scale Engineering Design Features of Alkali Injection

Desulfurization Technology for Blast Furnace Gas

Zhao Liangwu Cao Yongjie Han Yujing Li Peng Tao Youzhi Wu Yuan

（Beijing Shougang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Beijing100043）

Abstract：Blast furnace gas desulfurization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short time of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here are only two main technical routes of wet process and dry process, and they are both in the climbing stage,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desulfurization catalytic conversion process has preliminary practical effect. The

desulfurization process of blast furnace gas should follow the precise policy and adopt the specific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 large-scale engineering

with direct alkali injection process, explores the technical connotation and method of blast furnace gas

desulfurization, promot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ow sulfur process in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and realizes

the technical goal of blast furnace gas desulfurization..

Key words：Primary dedusting of converter flue gas; ultra-low emission; bag filter

1 概述

高炉煤气脱硫是国家环保政策在钢铁行业重要的升级版，目前湿式催化转化脱硫工艺有了新的技术进

展，干法脱硫也在示范工程中进行积极探索。关于湿法脱硫工艺，催化转化＋脱硫工艺充分利用在化工行

业的成熟技术和经验，并将此经过改造提升，移植到高炉煤气脱硫的技术要求中，将高炉煤气中的硫化物，

主要是羟基硫、二硫化碳转化为硫化氢后再脱除。利用碱液法技术，脱除工艺步骤清楚，环节联系紧密。

整个工艺过程可以看出，碱液在脱除硫化物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关键性作用，可以采用将碱液直接水解＋

除酸工艺的组合，将二个步骤合二为一的技术是对脱除高炉煤气中的含有的硫化物，如羟基硫、二硫化碳，

技术的探索和延伸以达到烟气中二氧化硫的排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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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艺流程的确定

2.1 高炉煤气中硫化物的主要来源

高炉中的硫主要是由炉料带入的，炉料主要包含铁原料、燃料等。对某高炉炉料带入的硫分配比例进

行统计可知，高炉中硫的主要来源为燃料（焦炭和喷吹煤粉），所占比例一般为 92%左右，其中焦炭所占比

例为 78%，煤粉所占比例为 14%，含铁原料约占 8%左右。带入的硫绝大部分被炉渣吸收并带出高炉，约占

79%左右，最终由铁水带走约占 6%左右，进入煤气并被带入到下游工序中的硫约占 15%左右，总硫含量一般

为 80～150 毫克/标准立方米。

2.2 清除硫化物的工艺路线

由于高炉煤气中的硫化物主要来自于高炉燃料，因此降低高炉煤气中硫化物的含量首先应尽可能从源

头控制，即提高煤质、减少焦炭和煤粉的含硫量。

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喷碱的方式将高炉煤气中的硫化物脱除，目前已有多家机构在进行这方面的

技术研究，但由于缺少进行实践验证的工程项目，缺乏真实可靠地基础数据，因此技术推广难度大。因此

有效脱除高炉煤气中的硫化物、实现将有机硫水解催化技术与目前普遍应用的喷碱脱氯工艺相结合，形成

脱氯、脱硫一体化的工艺技术，首先必须对现有的喷碱脱氯技术用于脱硫进行可行性验证。河北某厂，高

炉煤气经过喷碱除氯工艺后，在全烧高炉煤气的锅炉烟气中检测到的二氧化硫成份平均值在 50mg/m
3
以下，

明显地低于未进行喷碱脱氯的高炉热风炉的烟气二氧化硫成份数值。有相关文献也在实际工程中取样，在

实验室进行模拟实验，均表示可有效地脱除高炉煤气中硫碳化物，脱除率在 34%～87.4%。在此认知的基础

上决定采用直接喷碱的技术思路进行高炉煤气脱硫，并在热风炉使用高炉煤气的输送管道中进行了规模化

的工程应用，其工艺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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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清除硫化物工艺流程

Figure 1 Process of sulfide removal

在供热风炉的高炉煤气管道中，适宜的位置插入喷碱液专用设备喷枪，喷枪出口的碱液以一定的流量

和压力与工业水混合后，应用氮气雾化技术原理，将碱液喷入高炉煤气管道中，碱液与煤气管道中的高炉

煤气相遇混合，实现高炉煤气的脱硫工艺过程。

2.3 高炉煤气脱硫用喷枪主要技术性能

喷枪采用气体雾化型式，碱液与工业水在喷枪入口处单独进入枪杆后，在枪杆枪口出口处最终实现混

合；氮气设有独立管道，在喷枪入口处充入高压氮气，利用氮气在喷枪出口处对混合液体进行充分搅匀，

并将混合液撕碎、雾化，并达到相应雾滴直径、分布范围等技术指标。喷枪数量为 6 支，喷枪型号

SCI06060L6-950-90-B2，喷嘴材质为哈氏 C4 合金，喷枪在高炉煤气管道内呈 60°均匀布置，喷雾方向与高

炉煤气流向一致，单枪喷水量 0.8-3.6m
3
/h 喷枪喷射距离 4m，覆盖面积φ1600mm，气体混合管道长度约 70m，

混合时间在高炉煤气管道不少于 4s。喷枪布置见图 2：

图 2 喷枪布置图

Figure 2 layout of spray nozzle

2.4 各系统介质的安全输送措施

供热风炉高炉煤气流量最大 36 万 Nm
3
/h，平均 32.8 万 Nm

3
/h，管径 DN3000，管道内高炉煤气压力

13-15kPa。管道上设有 6 支三流体雾化喷枪，为方便安装及维护，喷枪与煤气管道连接处设 DN200 的连接

套筒。

由于喷枪置于高炉煤气管道中，喷入其管道内的碱液、工业水、氮气单独以的管道进行输送，因此必

须保证各介质输送管道的安全性，否则当输送介质条件改变，压力、流量降低或者完全失压时，易引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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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煤气从喷枪出口倒流向各介质管道内，造成安全生产事故，相应采取的安全措施主要包括在氮气输配管

道中设置了逆止阀、在工业水输配管道中设置了 U 型水封＋逆止阀、在碱液输配管路中同样地设置了 U 型

水封＋逆止阀等安全技术措施，并在各介质管路上设置了压力监测装置，极大地提高了介质输配系统的安

全性。

3 结语

应用催化水解＋脱酸的技术路线原理，将其两个工艺步骤优化为一个喷碱直接水解脱硫工艺，以直接

雾化方式喷入高炉煤气管道进行综合性的除氯脱硫工艺，适用于多种措施条件下的高炉煤气脱硫工艺。目

前河北某厂高炉热风炉喷碱脱硫工程已进行施工，生产正在调试中，具体数据仍在测试和整理，应用效果

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苗沛然，杨晓东，王永敏. 直接碱催化水解法脱除羰基硫的技术经济分析.《中国冶金》，2019.1.

作者简介：赵良武，男，32 岁，燃气专业工程师，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冶金企业煤气工作，
尤其在高炉煤气利用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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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高炉风口破损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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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某厂仅使用了一个月即破损的风口的多个位置进行了扫描电镜和能谱分析。结果显示，风口的不同位置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渣铁熔蚀，说明首钢某厂高炉风口损坏加急主要由渣铁熔蚀所引起。调研发现，针对风口渣铁熔蚀的问题，可从

以下几方面开展调整工作: （1）活跃炉缸；（2）合理匹配上下部制度；（3）稳定热制度；（4）抓好渣铁排放；（5）强化原料

质量。

关键词：高炉；风口；破损；

高炉风口是高炉冶炼的关键设备，热风通过其进入炉内，因此风口的寿命直接影响高炉的生产组织和

工作效率[1-2]。前人针对如何改善风口质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如改进风口结构来提高风口的冷却强

度、提高铸造和焊接质量、以及通过表面处理工艺来提高风口的耐磨和耐蚀性[3]，使得风口的制造技术有

了巨大的进步。同时诸多生产技术人员从布料、原燃料质量、有害元素、送风制度和出铁制度等因素对风

口寿命的影响也开展了分析，为风口的合理使用和维护提供了重要参考[4-7]。然而在高炉生产过程中，部

分高炉依然存在使用寿命较短，影响高炉生产稳定的问题。特别是在风口失效判断上，多以经验判断其破

损原因，鲜有针对风口材质失效分析的报道。本研究选取了首钢某大型高炉的破损风口开展了破损调查，

对其进行了切割分解，并对其开展了扫描电镜和能谱分析，以分析其破损机理。

1 高炉风口破损状况

表 1 给出了首钢某厂两座高炉近年来的风口损坏数目的统计结果。统计结果可见，2014 年-2016 年每

座高炉年均损坏 60 多个风口，相当于每年每个风口更换 1.5 次（每座高炉 42 个风口），而 2016-2018 年，

风口破损数量明显增加，每座高炉年均风口损坏量则能达到 100 个左右，相当于每年每个风口更换 2.2 次。

甚至个别风口存在更换 1 月后即损坏的情况，风口使用寿命明显偏低。使用寿命明显低于行业先进水平，

如秦皇岛二炉风口的更换频率为 0.5 个/年。

表 1 历年损坏风口数目（个）

编号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合计

1# 68 67 105 97 102 439

2# 52 64 89 112 97 414

合计 120 131 194 209 199 853

由此取得了破损风口以分析其破损原因，带解剖风口的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其为整铸双腔风口，前

腔表面堆焊了 6mm 耐磨层，仅使用了 46 天后就因前腔就出现了漏水的情况进行了更换。

表 2待解剖风口基本信息

风口编号 类型 开始使用 更换时间 更换原因 寿命（天）

22# 整铸 2017.11.23 2018.1.8 前腔漏水 46

如图 1 所示，为损坏风口的整体宏观外貌。风口整体可见铜本色。风口小套整体无曲损，后腔外表面

平滑，前腔外表面粗糙有熔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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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宏观形态

对风口小套前端进行局部的放大如图 2 所示。到风口前腔前端面有熔蚀减薄，有白色附着物，外端面

粗糙疑为耐磨层熔蚀造成，未发现漏水孔位置。为了全面的反应风口熔蚀情况分别对风口前腔下部前壁位

置（图 2 中 1#位置）、风口前腔上部前壁位置（图 2中 2#位置），和风口前腔上部侧壁位置（图 2中 3#位置）

进行了取样，并分别标记为样品 1#、样品 2#和样品 3#。

图 2前腔表面宏观形态

2 风口破损样品微观分析

（1）风口前腔下部前壁位置样品

图 3 和表 3 分别为风口前腔下部前壁位置样品的 SEM 分析结果和能谱分析结果。由结果可见，前腔前

壁所堆焊的耐磨层已经完全消失，由此铜可直接接触热风和收到炉内物料的冲刷。而其表面有氧化铜和铁

铜合金的氧化物存在，可见，在现有的冷却条件下，风口前端热面温度虽为到达铜的熔点（1026℃），但已

达到了所在气氛条件下铜与氧发生氧化反应的温度。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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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样品 SEM 观察结果

表 3 1#样品能谱分析结果

谱图 C O Al Si P K Ca Cr Fe Cu

谱图 1 20.39 2.09 77.52

谱图 2 20.18 1.61 78.21

谱图 3 30.57 13.24 0.59 55.59

谱图 4 30.78 21.16 0.39 0.73 4.02 0.62 0.68 8.60 33.03

谱图 5 27.61 20.62 0.98 0.55 13.57 36.66

谱图 6 26.57 18.47 1.62 2.35 12.12 38.86

（2）风口前腔上部前壁位置样品

图 4 和表 4 分别为风口前腔上部前壁位置样品的 SEM 分析结果和能谱分析结果。结果可见，铜材表面

所堆焊的耐磨 Ni-Cr 合金层已被铁液体熔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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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样品 SEM 观察结果

表 4 2#样品能谱分析结果

谱图 C O Si Cr Fe Ni Cu

谱图 1 8.23 2.01 2.16 87.60

谱图 2 7.32 0.76 13.80 43.01 6.39 28.72

谱图 3 16.38 4.98 1.04 73.20 4.40

图 5 和表 5 分别为风口前腔上部前壁另一位置样品的 SEM 分析结果和能谱分析结果。结果可见铜材表

面堆焊层消失后，其上部覆盖了一层金属铁，同时金属铁层表面会与热空气发生氧化反应。

图 5 2#样品 SEM 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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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样品能谱分析结果

谱图 C O Mg Al Si Ca Cr Fe Cu

谱图 1 7.53 4.74 1.20 82.42 4.12

谱图 2 8.86 87.15 3.99

谱图 3 13.71 3.65 2.23 80.41

谱图 4 19.45 35.46 2.46 3.81 11.28 15.39 12.14

谱图 5 22.99 34.95 2.33 2.68 12.45 16.17 8.42

（3）风口前腔上部侧壁位置

图 6 和表 6 分别为风口前腔上部侧壁位置样品的 SEM 分析结果和能谱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图谱 1、2、

3 为氧化铁和氧化锌的混合物，图谱 4 和 5为含有少量铜的铜铁合金，图谱 6和 7为风口的耐磨与铁形成的

合金。可见耐磨层易于受到铁水侵蚀。

图 6 1#样品 SEM 观察结果

表 6 1#样品能谱分析结果

谱图 C O Si K Ca Cr Fe Ni Cu Zn

谱图 1 26.86 41.68 2.07 2.55 1.98 17.49 7.36

谱图 2 26.86 30.28 1.16 23.20 18.50

谱图 3 25.69 14.49 0.75 48.06 7.36 3.64

谱图 4 24.38 21.88 1.65 0.75 45.08 6.25

谱图 5 20.33 11.59 58.73 9.35

谱图 6 11.75 2.43 0.75 12.68 40.66 6.22 25.51

谱图 7 15.36 3.51 11.82 39.23 5.11 24.96

图 7 和表 7分别为风口前腔上部侧壁另一位置样品的 SEM 分析结果和能谱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图谱

1 和 2 为铜，图谱 3和 4为铜铁合金，图谱 5和 6为铜铁锌的氧化物，图谱 7为铜铁合金的氧化物。可见，

铜材与铁液所形成的铜铁合金在风口使用过程中，是可以被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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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3#样品 SEM 观察结果

表 7 3#样品能谱分析结果

谱图 C O Si Ca Fe Cu Zn

谱图 1 20.64 1.91 1.53 75.92

谱图 2 20.85 1.95 1.48 75.72

谱图 3 33.07 8.51 0.57 39.70 18.15

谱图 4 30.64 6.34 40.29 22.73

谱图 5 26.35 24.22 0.44 17.60 17.29 14.10

谱图 6 28.32 25.48 0.67 9.92 17.08 18.55

谱图 7 32.46 20.41 1.63 0.78 18.62 26.09

（4）讨论

图 8 风口破损图示

结合同一风口多位置的微观分析结果可将风口破损过程作一简述。次风口在生产过程中，铜材表面不

断有高温渣铁滴落在其表面，在渣铁颗粒较大时，带入到铜材表的热量较高，冷却强度无法在短时间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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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如此高的瞬时热量，剩余热量就会促进高温铁液与耐磨合金和铜的化合反应，生成铜铁合金。产生的铜

铁合金不但会造成风口表面材质的导热系数降低，更易于受到渣铁熔蚀，同时其含有的铁元素在高温、高

氧含量的条件下，易于发生氧化反应生成铁氧化物，使得铜铁合金不断被氧化减薄。周而复始，风口的前

端不断受到渣铁的侵蚀，直至风口局部位置铜材全部被熔蚀掉。

3 改进建议

微观分析结果可见，风口失效主要由渣铁熔蚀影响，针对风口的渣铁熔蚀问题，炼铁工作者开展了大

量的生产实践研究。如：包钢 3#高炉通过采取降低碱负荷、维持上限物理温度，炉温控制上以物理温度为

主、降低煤比、强化基础工作等措施，使风口频繁破损得到治理。三安 2# 高炉通过摸索优化上部装料制

度和对下部风口进行调整，有效制止了风口频繁破损，高炉炉况稳定顺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有所改善。

综合多家高炉对风口烧损的治理情况来看，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减少风口的烧损：（1）活跃炉缸；（2）合理

匹配上下部制度；（3）稳定热制度；（4）抓好渣铁排放；（5）强化原料质量。

4 结论

（1）取样风口不同位置微观分析显示，风口的不同位置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渣铁熔蚀，说明首钢某厂高

炉风口损坏加急主要由渣铁熔蚀所引起。

（2）针对风口渣铁熔蚀的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调整工作: （1）活跃炉缸；（2）合理匹配上下

部制度；（3）稳定热制度；（4）抓好渣铁排放；（5）强化原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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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炉冶炼普钢的趋势和工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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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炉炼钢是绿色制造、循环经济的工业技术，部分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电炉钢产量达到钢总产量 50%

以上。随着国家对环保和排放要求日趋严格，我国使用电炉短流程生产普钢产量将逐渐增加。本文介绍美国电炉生产普钢的

生产技术特点，提高留钢量，使用高功率变压器，水平加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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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主流的炼钢工艺流程为转炉和电炉工艺。电炉工艺由于排放小，组织灵活，品种多，产量

约占全世界钢产量的 27%。我国目前电炉炼钢产量达到 10%，在未来的发展中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国

金属学会王新江秘书长指出，2020 年-2030 年，中国电炉炼钢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是中国钢铁工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1]

传统电炉的成熟期是二战以后到 1982 年 LF 炉问世，电炉炼钢技术以熔化期、氧化期、还原期为主的

工艺过程，主要以生产特钢为主[2]。到了现代电炉炼钢阶段，电炉不仅生产特钢，在国外如中东、北美是

以电炉生产普钢为主，现代电炉炼钢把电炉变成了一个初炼炉、把还原期的任务由 LF 等炉外精炼设备完成，

增加了氧枪，实现化学能的输入。电炉的短流程工艺是废钢为主的含铁原料在经过电炉、精炼工艺后，进

入连铸、轧钢等下一道工序，变成最终钢材产品的过程。

表 1：世界主要产钢国的电炉钢比例（%）,数据来源参考文献[3]

世界 日本 美国 韩国 德国 印度 中国

2006 年 32.0 26.0 56.9 45.7 31.1 50.5 10.5

2019 年 27.7 24.5 69.7 31.8 30.0 56.2 10.4

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的数据，世界水平由于中国产量 2006 年由 4.23 亿吨（全世界 12.44 亿吨），增加到

2019 年 9.96 亿吨（全世界 18.69 亿吨），中国在世界钢产量的比例也由 34%，提高到 2019 年的 53%。其中

转炉比例 89.6%, 占全世界转炉钢产量的 66%。但是由于绿色制造、环保要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近年中国的电炉钢比例有增加的趋势。[3]

1. 电炉钢厂分按照产品可以为三大类：

表 2：电炉钢厂分类，参考文献[4]

钢种 中国钢铁企业 设备特点

传统特钢

电炉钢厂
特钢

鞍钢攀钢长城，宝钢，宝钢特钢，石钢，太钢，

大连特钢，东北特钢，建龙北满，沙钢淮钢，南

京钢铁，兴澄特钢，郑州永通特钢，湖北新冶钢，

首钢贵阳，西宁特钢等

60 年代以前，特钢厂都是

以电炉为冶炼设备。

不锈钢电

炉钢
i
厂

不锈钢系列

张家港浦项，振石东方特钢，永兴特钢，浙江青

山，福建吴航，福建青拓，福建福欣，烟台华新

丽华，鞍钢联众，北海诚德镍业，西南不锈钢。

不锈钢的品种多，批量小，

普遍采用 30-70 吨的出钢

量，使用出钢槽出钢，使用

AOD、VOD、RH 等精炼设备

短流程电

炉钢厂

普钢（碳结钢、

螺纹为主）
沙钢，金盛兰集团，沧州三菱，河北正丰等企业

电炉、连铸、轧钢的流程，

工艺和设备简单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在炉外精炼未出现以前，国内外特钢厂都是电炉炼钢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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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大的两个电炉钢铁企业，美国纽柯钢铁公司，年产量 2300 万吨，生产普钢为主；美国的钢动力

公司，产能 1180 万吨，以生产扁平材为主。随着废钢的社会积累的增加，在 2030 年，中国社会废钢的积

累将达到 4.46 亿吨，电炉所需废钢资源充足[6]。电炉生产特钢的特点是：高合金钢、不锈钢等冶炼周期长、

生产节奏慢、合金量大、品种多、订单小，国内特钢企业、铸造、机加工（一重、二重、邢台重机）的生

产模式和理念区别于大型钢铁企业，对特钢产品的质量要求高。而普钢生产企业追求效益和高生产效率、

高连浇炉数、连续生产、高作业率，相对特钢生产，电炉生产普钢技术主要是强化冶炼和环保技术，炉门

炉壁氧枪、自动炼钢、余热回收、废钢预热。

2. 美国电炉生产普碳钢情况

由于美国电费及废钢价格低于铁水，美国钢铁工业中电炉产钢占主导地位。美国一共有 138 座电炉，

电炉钢比例接近 70%，其中 2000 年以后的生产普碳钢的电炉 23 座（含改造），主要集中于钢动力、纽柯

钢铁、CMC、Gerdau。生产普钢的电炉流程生产效率高，自动化程度高。主要电炉设备供货商在近期都有

业绩，西马克为大河钢厂、钢动力的 Columbus 厂提供直流电炉, 达涅利为纽柯钢铁孟菲斯、CMC 提供传统

电炉和水平加料电炉，普瑞特提供 Sterling,GerdauFuchs 电炉。

美国生产普钢电炉钢厂情况：钢动力公司、纽柯钢铁、CMC、Gerdau, AK 钢铁和阿赛洛米塔尔（AM 代

表）的电炉钢产能 50.9 百万吨。[7]

表 3：美国各大钢铁公司电炉产能

钢动力 纽柯钢铁 CMC Gerdau AK steel 总和

产量（百万吨） 11.8 25.4 6.0 4.0 1.5 50.9

图 1 中美电炉钢产量对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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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0-2018 年中美和世界电炉钢比例[3]

从 1990 年到 2019 年，美国电炉钢比例由 37%提高到接近 70%。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钢铁

也将向循环经济发展，可以预测在废钢价格降低于铁水价格，电费和电极费用降低以后，电炉钢的竞争力

可以超过转炉钢，电炉钢比例也会逐步提高。

3. 影响中国电炉冶炼普钢的因素

3.1 废钢价格因素

目前国内转炉钢成本低于电炉钢，国内废钢价格高于铁水价格，电炉钢的成本主要由废钢、电费和电

极费用组成，如果废钢价格高于铁水价格，电炉钢的成本就会比转炉钢成本高出 300-400 元，所以这也是国

内电炉生产普通钢市场竞争力低主要原因。根据宝钢顾文兵、柳向椿的数据，见图 3，在 2016 年，废钢

1200-1300 元每吨，铁水 2000 元每吨，电炉钢非常有竞争力[8]。美国废钢价格低于铁水价格，加上较低的

低的电费，美国电炉钢厂比转炉钢厂竞争力强。

图 3 中国铁水废钢价格变化[8]

3.2 环保要求

徐匡迪院士在 2004 年指出，在再利用方面，美国废钢生产用钢已经接近 60%。中国目前是人均使用钢

632.9 公斤，从 2013-2019 都在 500 公斤以上。根据人均 GDP 和人均钢消费量的关系，当中国经济继续前进，

人均 GDP 达到 10000 美元以后，人均钢消费量将会降低。使用 1 吨废钢可节约 1.3 吨铁矿石（铁品位 64%），

减少能耗 60%，减少温室气体 CO2 排放量 60%、节水 50%以上[9]。目前中国人均 GDP 接近 10000 美元，国

家提倡绿色环保发展经济后，提高钢厂的环保要求，电炉炼钢将得到支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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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人均 GDP 与人均钢消费量的关系[9]

4. 美国生产普钢电炉的主要工艺特点

表 4：美国 23 座新建和改造电炉：[10]

序号 名称,厂址 投产年代 供货商 电炉形式 冶炼周期 min 出钢量 t

1 钢动力,Severcorr 2007 SMS EBT，DC 44 158

2 钢动力,Columbus 2002 Demag EBT 48 109

3 钢动力,Pittsboro 1998 Demag EBT 75 91

4 Sterling 2000 Fuchs 100 331

5 Gerdau,Charlotte 2011 改造 Superior Machine EBT,Consteel 46 37

6 Gerdau,Taxes 1975 VAI（改造时间不详） BOT tap 78 141

7 Gerdau, Petersburgh 2000 Fuchs Bot, Shaft 48 136

8 CMC,Cayce 2012 改造 BSE EBT 55 100

9 CMC,Durant 2017 Danieli EBT,ECS 55 41

10 CMC,Jacksonville 2006 Danieli EBT 57 90

11 CMC,Knowxville 2000 Techint EBT 49 65

12 CMC,Mesa 2009 Danieli EBT 55 35

13 CMC,Seguin 2008 Superior Machine 63 109

14 North Star bluescope 1996 Superior Machine 改造 BOT tap 38 171

15 Nucor,Auburn 2006 SMS EBT 48 64

16 Nucor,Cofield 2000 MANGHH EBT，DC 46 118

17 Nucor,Jackson 2009 Tenova EBT 48 53

18 Nucor,Memphis 2008 Danieli EBT 44 95

19 Nucor,Jewett 2005 SMSConcast EBT 30 91

20 Nucor,Blytheville 2015 Superior Machine EBT 37 109

21 Bayou,Laplace 2006 Danieli EBT 55 70

22 CascadeSteel,Oregan 2005 Fuchs EBT 55 100

23 Charter,Cuyahoga OH 2005 Danieli EBT 60 70

分析了美国新建和改造 23 座冶炼普钢电炉，筛选相同条件下的炉型、装入制度。

4.1 留钢操作对出钢时间的影响：

电耗控制和冶炼周期：2000 年以后 7 家新建电炉，使用留钢量小于 10%，冶炼时间 58.5 分钟，电耗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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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时每吨；2000 年以后 8 家新建电炉，使用留钢量 45.7%，冶炼时间电耗 384 千瓦时，51.5 分钟。这 15

家钢厂都使用 EBT 偏心炉底出钢，留钢操作。高比例留钢操作可以提高生产率 12%，降低吨钢电耗 28Kwh。

提高留钢比例可以减少冶炼时间，降低吨钢电耗和能耗。李晶教授的研究指出，留钢量少，所需熔化废钢

的电能多，留钢操作有一个最佳值。[11]

表 5：留钢量少于 10%的 7 家电炉钢厂，部分数据参考文献[10]

表 6：留钢量大在前 8 的电炉钢厂，墨西哥 ALOS 钢厂也在内，平均留钢量 45.7%，部分数据参考文献[10]

名称 供货商 类型 冶炼周期 min 电耗 kwh/t 留钢出钢量 t 变压器 MVA KVA/t

Gerdau
Superior

Machine
EBTConsteel 46 370 37 40 1081

CMC Danieli EBT,ECS 55 375 41 33 805

CMC Danieli EBT 57 375 90 95 1056

CMC Techint EBT 49 400 65 69 1062

CMC
Superior

Machine
63 402 109 80 734

Nucor MANGHH EBT，DC 46 385 118 88 746

Nucor Danieli EBT 44 380 95 120 1263

Altos Primetals AC，EBT 50 330 150 140 933

平均 384

4.2 大功率变压器：

新建电炉普遍采取高功率变压器，吨钢功率在 800KVA以上。根据统计，北美地区 25 个 2000 年后的新

建或者改造生产普钢电炉，21 个电炉的吨钢功率在 800KVA以上，10 个电炉的吨钢功率在 1000KVA 以上，

同时用氧量在吨钢 30 立方米以上。这就是强调提高电能和化学能的输入功率，提高冶炼节奏，配合连铸工

艺的连续化生产。尽管留钢操作可以保持熔池平静，降低变压器的装机容量，但是各个钢厂仍然采用大功

率变压器，以实现快速熔化废钢。傅杰教授也定义了现代电炉的三个特点之一就是大功率变压器，把冶炼

周期控制在 40-50 分钟，和连铸机相匹配，实现连铸连浇，充分提高炼钢生产流程的能力[2]。

4.3 电耗特点：

全废钢电炉提高电炉用氧，增加化学能输入。

4.4 水平加料：

从设备投资，维护角度讲，水平加料的电炉更受欢迎。主要原因是，水平加料可以实现不断电的条件

下，把废钢加入电炉，缩短了冶炼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竖炉的水冷壁漏水，维护时间长。单料篮加料

也是一个发展趋势，钢动力公司对炉壳改造，以实现单料篮加料，设备简单，提高了生产效率。

名称 供货商 类型 冶炼周期（分钟） 电耗 kwh/t 出钢量 t 变压器 MVA KVA/t

钢动力 SMS EBT，DC 44 392 158 160 1012

钢动力 Demag EBT 48 413 109 120 1101

钢动力 Demag EBT 75 440 91 80 879

Gerdau VAI 改造 BOT tap 78 440 141 115 816

CMC BSE EBT 55 395 100 80 800

CMC Danieli EBT 55 350 35 30 857

Bayou Danieli EBT 55 435 70 60 857

平均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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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电炉钢和转炉钢生产成本：

电炉钢的 98%的成本由废钢成本、电费、电极费用组成，美国长期以来废钢价格低于铁水价格；中国

金属学会外籍荣誉会员蔡焕堂博士在 2019 年电炉会议上提到美国各州的电费 0.09-0.06 美元每千瓦时，在美

国，电炉钢比转炉钢有优势。

4.7 直流电炉：

直流电炉不是目前国际主流的电炉技术。绝大多数钢厂都使用交流电弧炉，只有大河钢厂和以前的

severcorr 现在的钢动力公司在 2017 年和 2007 年使用了西马克的直流电弧炉，其余 22 台都是交流电炉（含

一座墨西哥 ALOS钢厂电炉）。国内电炉钢厂认为，直流电炉电气设备备件不易采购，而交流电炉的电气备

件供应充足，便于采购。同时对直流电炉的底阳极技术有顾虑，认为交流电炉安全系数更高。还有一个偏

弧的技术问题，容易造成炉壁水冷板和模块烧穿。欧洲直流电弧炉有八座，市场占有率 5%，交流电炉在欧

洲电炉市场占主导地位。[6]

5. 结论

总之，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废钢大规模积累到 4 亿吨每年的水平，中国废钢价格低于铁

水价格，同时电费也降低，电炉冶炼普钢会非常有竞争力。留钢操作、超高功率变压器是电炉冶炼普钢主

要工艺特点。电炉炼钢是减少温室气体、促进绿色制造的技术手段，可以将城市废弃物进行处理，帮助中

国实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新工业化道路，实现循环经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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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规格高合金钢坯堆垛缓冷工艺开发

王卫华 1，2 李战军 1，2 初仁生 1，2 陈 霞 1，2

（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宽厚板所，北京 100043；2.绿色可循环钢铁流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3）

摘 要：针对某厂高合金钢裂纹发生率较高但尚无缓冷坑或其他缓冷措施的状况，利用有限元软件 ANSYS，对该厂板坯连铸

机生产的尺寸为 400 mm×2 000 mm×3 000 mm 的 738 H 塑料模具钢坯，进行了堆冷过程温度场有限元模型计算。对该厂模具

钢坯进行了 96h 堆冷测温试验，并用现场实测温度对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校核。依据校核过的堆冷温度场有限元模型，开发了

适合该厂的连铸坯堆垛缓冷工艺，很好地解决了该厂连铸坯无缓冷措施的问题，有效防止了高合金钢连铸坯裂纹和迟缓裂纹

的产生，使得高合金钢连铸坯裂纹控制合格率达到 100 %。

关键词：堆垛缓冷；高合金钢；连铸坯；有限元；模型

中图分类号：TF777.1

文献标志码：A

高合金钢由于 C 含量和合金含量相对较高，因此具有较高的裂纹敏感性，连铸凝固后的铸坯继续冷却

会产生较大的冷却线收缩
[1]
，冷却过快时便会出现裂纹导致钢坯判废。许多冶金工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

究，张均平、张祖江
[2-3]

指出，由于模具钢的冷裂纹敏感指数 Pcm 较高，钢板在精整阶段经火切后冷却到较

低温度时易产生冷裂纹，采用堆垛缓冷后，钢板的裂纹发生率从 66.7 %降低到 6.67 %；王彩虹等
[4-5]

通过研

究指出，高合金钢板轧制后，从高温冷却时，因热应力及组织相变应力等的叠加作用，使得钢板表面及内

部出现微裂纹，采取堆垛缓冷消除钢板的残余应力，同时有利于钢中气体释放；袁恒，唐郑磊
[6-7]

等指出，

成品钢板堆垛缓冷可以消除钢板因为快速冷却所产生的残余应力，同时可以降低钢板中的氢含量。钢板堆

垛缓冷的温度应高于 400 ℃，堆冷时间大于 96 h。他们的共同点是研究了钢板缓冷对裂纹发生率的降低，

但对钢坯缓冷的研究却不多见。刘军，何烈云等
[8-10]

指出，保证铸坯堆垛缓冷时间大于 36 h，使铸坯充分溢

氢和均匀组织减少铸坯内应力，能有效减少铸坯内部裂纹发生率。虽然对铸坯堆冷时间做了探讨，但并没

有分析堆冷过程中钢坯的均热过程，也没有制定详细的堆冷工艺。

某厂生产的厚规格高合金钢坯裂纹发生率较高，一度达到 10%，究其原因是由于钢坯在加热或冷却过

程中的热应力超过了该钢种的抗拉强度极限，必须采用缓冷措施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该厂尚无缓冷坑和

其他缓冷措施，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了高合金钢连铸坯堆垛缓冷工艺。为了考察该厂高合金钢在堆垛缓冷条

件下的温降情况，对该厂板坯连铸机生产的尺寸为 400 mm×2 000 mm×3 000 mm 的 738 H 塑料模具钢坯进

行了堆冷过程温降仿真计算，为该厂连铸坯堆垛缓冷工艺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1 模型基本假设

1）连铸坯堆垛缓冷传热模型以连铸坯输送模型的终点温度为初始温度，忽略不同连铸坯之间由于堆放

前后次序而产生的温度差；

2）由于堆垛缓冷板坯长和宽、高的比值小于10:1，不能简化为二维传热问题，因此建立三维传热模型；

3）各堆垛连铸坯之间为接触传热，考虑相邻连铸坯之间的接触热阻；

4）将连铸坯的密度处理成常数，导热系数、比热容视为温度的函数；

5）假设整垛连铸坯堆放整齐，忽略由于堆放不整齐引起的整垛铸坯热履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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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的建立

2.1 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2.1.1 初始条件

铸坯从连铸机出来，经过辊道输送，由行车调运进入堆垛区，取铸坯在辊道上被行车吊起之前的温度

为堆垛铸坯初始温度。

 , (0 ,0 )transT x y T x a y b     (1)

式中：a，b为铸坯横断面尺寸。

堆垛初始温度是由板坯在结晶器、二冷区、空冷区温降过程的仿真计算得到的。该计算设定钢水浇铸

温度为1 545 ℃，环境温度为25 ℃，拉坯速度为0.65 m/min。

2.1.2 边界条件

1）结晶器换热采用平均热流密度，见式（2）。

pw w w w

m

C Q T
q

F
 


（2）

式中：q为平均热流密度，W/(m
2
·K)；Cpw是水的比热4 182J/kg；ρw为水的密度1 000，kg/m

3
；Qw是宽面或

窄面冷却水的流量，m3/s；ΔTw为宽面或窄面进出口水温差，℃；Fm为铜板冷却面积，m2。

宽面冷却水流量4 200 L/min，窄面冷却水流量600 L/min，宽、窄面进出口水温差7℃。将各参数代入

式(2)中，求得结晶器平均热流密度为：宽面q=0.85×106 W/m2；窄面q=1.25×106 W/m2。

2）二冷区宽面采用对流换热边界，见式（3）。

h = AWn （3）

式中：h为对流传热系数，W/(m
2
·℃)；W为水流密度，L/(m

2
·s)；n为常数，取0.5~1.0；A为常数，取120~420。

3）二冷区窄面采用辐射换热，见式（4）。

])273()273[( 44  ab TTq 
（4）

式中：为辐射系数，取0.8；σ为波尔兹曼常数，取5.67×10
-8
W/(m

2
·k

4
) ；Ta为环境温度，℃；Tb为铸坯

表面温度，℃。

4）空冷区宽面和窄面采用辐射换热，公式同式（4）。

5）堆冷过程采用辐射（铸坯窄面、断面、最上面铸坯宽面）＋接触热传导（铸坯与铸坯之间）+导热

形式（最下面铸坯宽面）。

i）铸坯中心

铸坯中心线采用绝热边界条件。

0T
x

  


(5)

ii）侧面、断面、最上面铸坯宽面平均热流密度为

4 4[( 273) ( 273) ] ( )b a s b aq T T h T T      (6)

式中： bT 为铸坯表面温度，℃； aT 为铸坯所处环境温度，℃； sh 为堆垛铸坯传热系数，W/(m2·℃)；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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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系数，取0.8；σ为波尔兹曼常数，取5.67×10-8 W/(m2·k4)。

iii）堆垛底部铸坯下表面平均热流密度为

q a t b   (7)

式中： t为堆垛时间，h； a、b为常数。

2.2 材料热物性参数

738 H 钢的密度取常数 7 800kg/m3。导热系数受铸坯温度影响较为明显，本模型的导热系数按公式（8）

计算得到。

-244.625 1.64 10  T    (8)

将凝固潜热 fL （具体根据钢种成分确定）视为热容的一部分，均匀分配固液两相区，由此得到等效比

热容为：

f
eff

l s

L
C C

T T
 


(9)

式中：Ceff 为等效比热容，J/（kg·℃）；C为钢的比热容，J/（kg·℃）；Lf为钢的凝固潜热，J/kg；Tl、

Ts为钢的液相线、固相线温度，℃。

2.3 模型描述

利用大型通用商业有限元软件 ANSYS，建立三维堆垛缓冷有限元模型，为了减少网格单元数，节约计算

成本，堆垛模型的每块连铸坯只建立长度和宽度的一半，厚度与原铸坯相同，即模型大小为实际铸坯尺寸

的 1/4。堆冷传热模型采用的钢种为 738 H 模具钢，采用 7 块钢坯堆垛，一块热坯垫底，一块热坯盖顶，共

9 块钢坯。铸坯尺寸为 400 mm（厚）×2000 mm（宽）×3 000 mm（长）。堆冷传热模型共划分 46 816 个单

元，46 981 个节点，温度场采用 SOLID 278 单元。

3 现场试验及模型校核

3.1 738H 钢铸坯缓冷试验

738H 钢坯的现场缓冷试验分 3 个垛位，每个垛位上共 9 块铸坯，其中顶部的 1 块 400mm 厚热坯作为保

温苫盖，底部的一块铸坯作为垫底，每垛中间的 7块铸坯参与堆冷测温试验，铸坯尺寸为 400 mm×2 000 mm

×3 000 mm。将辊道上吊走时测得的铸坯温度作为铸坯堆冷的初始温度，铸坯进入堆垛区后，记录铸坯堆

垛时长及铸坯炉号，每隔 24 h 对 738 H 模具钢进行温度测量跟踪，测温点取在每块堆垛铸坯的侧面和断面

上，位置见图 1。从图 1可以看出，铸坯堆垛 24 h 后，从上面数第 3 块铸坯的侧面和断面温度分别为 318 ℃

和 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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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子堆冷 24h 后侧面温度

坯子堆冷 24h 后断面温度

图1 738H钢坯堆垛缓冷试验

Fig.1 738H steel slab stacking slow-cooling test

3.2 模型校核

堆垛铸坯窄面和断面处实测温度与计算温度对比结果见图 2。取 3 个垛位上相同位置铸坯的温度测量平

均值，分别与堆冷有限元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可知该堆冷传热模型的误差较小，堆冷 24，48，96 h

后铸坯窄面温度误差平均值分别为 2.8，3.9，3.7 ℃，铸坯断面温度误差平均值分别为 4.3，2.1，2.6 ℃。

由此可见，有限元温度场计算结果精度较高，该堆冷模型可以作为堆冷温度场的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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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窄面 b）断面

图2 堆垛铸坯实测与计算温度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temperature of stacking slab

4 模型解析

图3为铸坯堆冷过程温度场分布云图。从图3可知，铸坯在开始堆垛时，每块铸坯的温度场分布相同。

随着堆垛时间的推移，各坯子之间的接触传热越来越充分，堆垛铸坯的保温功能逐渐体现，在远离堆垛外

缘的地方，如中间几块铸坯的温度相对较高。7块铸坯的中间部位达到了最高温度，且铸坯的大面中心温度

和铸坯中心温度也逐渐接近。最上和最下面的铸坯由于与外界环境的热交换而温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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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h b）0.5h c）1h d)5h

e）24h f）36h g）48h h)96h

图3 铸坯堆冷过程温度场云图

Fig.3 Temperature field nephogram of slab stacking-cooling process

为了进一步分析堆冷过程中典型位置铸坯的温降规律，从上到下取堆垛铸坯第2块、第5块和第7块，输

出上述3块铸坯在堆垛48 h过程中的温度变化情况，见图4。

从图3～图4可知，在缓冷开始后，由于连铸坯心部和表面的温度差，铸坯大面温度存在先升高后降低的现

象。在堆垛24 h内（堆垛第一天）铸坯大面温度均存在较强烈的降温，以顶层铸坯温降最为强烈。随着时

间的延长，铸坯大面温降逐渐趋缓。从整垛看，堆垛中部第4～第6块铸坯的温度最高，底部次之，堆垛顶

部由于散热最快，温度相对较低。在堆垛20～30 h，此3块铸坯表面温度差较大。随着堆垛时间的进一步延

长，各铸坯之间的温差，逐渐缩小并趋于均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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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堆垛铸坯大面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4. Surface Temperature variation of stacking slab with time

取2块典型位置铸坯进行分析：1）从上往下数第2块铸坯（除盖顶热坯外的顶部位置铸坯），2）从上

往下数第5块铸坯（堆垛中间位置）。将2块铸坯分别取上表面中心（A点）和铸坯心部（B点）2个位置提取

计算结果，并作图分析。图5为两块铸坯在2个位置随时间的温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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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2块 b） 第 5块

图5 铸坯2个位置处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Fig.5 Temperature curve at two locations of slab with time

从图6a可以看出，从上往下数第2块铸坯，宽面中心温度从堆冷一开始就比较迅速的升高，在堆冷

1h17min时，与铸坯中心的温度已非常接近，宽面中心和铸坯心部的温度相差15℃。随着堆垛时间的推移此

2点的温度差又逐渐增大，在21h18min左右，2个位置处的温度差达到最大（75 ℃），之后随堆垛时间的延

长又逐渐减小，在堆垛48h后，两点温度已比较接近（19 ℃）。在堆垛96h后，两点温度进一步接近（13 ℃）。

第2块坯子在堆冷96 h内的平均温降速率为：铸坯心部0.19℃/min；铸坯宽面0.09℃/min。

从图6 b可以看出，从上往下数第5块铸坯，从堆冷一开始宽面中心温度非常迅速的升高，在堆垛1h17min

左右，宽面中心温度和铸坯心部的温度已基本相同，温差为3℃左右。随堆垛时间的延长，2个位置处的温

度一直保持一致，堆垛48 h后2个位置的温差为2 ℃左右。堆垛96 h后2个位置的温度基本一致。第5块铸坯

在堆冷96 h内的平均温降速率为：铸坯心部0.18℃/min；铸坯宽面0.0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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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堆冷工艺开发

针对碳当量为0.60%～1.50 %的高合金钢，开发了适合该厂的堆冷工艺，具体工艺参数如下：

1）钢坯下线温度：高碳当量钢坯下线后的表面温度为850 ℃左右。

2）堆垛工艺：高碳当量钢坯垛底垫有热坯、垛顶盖有热坯，四周须用其他钢种热坯围挡，垛底垛顶热

坯和四周围挡用热坯的表面温度在300~600 ℃；四周用围挡热坯与高碳当量钢坯堆垛的距离控制在1.5 ~2.0

m；四周用围挡热坯的堆垛高度大于高碳当量钢坯；堆垛铸坯的场地要选取避开风口和过道的位置。

3）缓冷工艺：堆垛缓冷时间大于48 h，并连续测量高碳当量钢坯和四周热坯的表面温度，当高碳当量

钢坯和四周热坯的表面温度低于300 ℃时即可拆垛。

堆冷工艺未开发成功前，厚规格高碳当量钢坯均有开裂现象发生，发生率约10 %。在堆冷工艺开发成

功后，厚规格高合金钢坯在出连铸机后进行了堆垛缓冷，使钢坯的内外温差减少到一定程度后再进入加热

炉，降低了钢坯由于温差产生的热拉应力，减少了厚规格钢坯由于体积大、宽度大，表面金属变形不易被

金属的收缩所吸收、在表面金属受到大拉应力时易出现表面裂纹的现象。应用该堆冷工艺后生产的高碳当

量钢坯，特别是高合金钢坯未发生开裂缺陷问题。

6 结 论

1）现场缓冷试验采用738 H钢坯，铸坯尺寸400 mm×2 000 mm×3 000 mm，共3个垛位，每个垛位9块

铸坯，其中顶部和底部铸坯分别作为保温苫盖和垫底。堆冷传热模型在长度和宽度上对称，只建立了现场

模型尺寸的1/4，其他条件与现场试验相同。比较现场试验温度实测值和传热模型计算值，可知堆冷24，48，

96 h后铸坯窄面计算温度误差平均值为2.8，3.9，3.7 ℃，铸坯断面计算温度误差平均值为4.3，2.1，2.6 ℃。

比较结果说明了堆冷传热模型的可靠性，可作为堆垛缓冷温降过程的预测模型。

2）堆冷传热模型计算表明：堆垛48 h后，从上往下数第2块、第5块坯子的宽面中心和铸坯心部温度差

分别为19 ℃和2 ℃；堆垛96 h后，2块铸坯在两点的温差分别为13 ℃和0 ℃。

3）根据高合金钢堆冷过程传热有限元模型分析，开发了适合该厂的堆冷工艺。采用此堆冷工艺后，该

厂生产的高合金钢坯裂纹发生率由10 %降到0 %，有效防止了铸坯裂纹的产生，保证了铸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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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酸洗 SAPH440 翻边开裂原因分析及优化

郑学斌 郭子峰 韩龙帅 李少博 杨建炜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用户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43）

摘 要：热轧酸洗板广泛应用于汽车底盘零件和车身结构件。热轧酸洗板 SAPH440 在冲压成形过程中容易出现翻边开裂现

象。对材料化学成分、力学性能、断口形貌和扩孔率进行试验分析。结果表明，落料冲裁边部撕裂带占比过大会降低材料扩

孔率，翻边成形时裂纹容易在拉应力作用下扩展，导致零件发生开裂。通过化学成分和生产工艺优化，细化了晶粒，获得均

匀的多边形铁素体组织，提高了材料屈强比和延伸率，零件开裂率由 100%降低至 9%。零件冲压成形仿真分析结果与实际冲

压一致，优化坯料尺寸、降低翻边开裂区翻边高度，可有效改善撕裂带对翻边工序带来的不利影响，零件冲压开裂率降低至

0%。

关键词：热轧酸洗；翻边开裂；SAPH440；扩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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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flange cracking for hot-rolled and pickled steel

SAPH440

ZHENG Xeubin, GUO Zifeng, HAN Longshuai, LI Shaobo YANG Jianwei

(Shougang Group Co., Ltd.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43，China)

Abstract: Hot-rolled and pickled steel plate is widely used in automobile chassis parts and body

structure parts. Flange cracking is likely appeared in stamping process of hot-rolled and pickled

steel SAPH440.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fracture morphology and hole

expansion ratio of the material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rge ratio of tear bands

in cutting edge reduces the hole expansion ratio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cracks tend to propagate

under tensile stress during flanging which cause parts cracking. The grain size was refined to

obtain a uniform polygonal ferrite microstructure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The yield ratio and elongation of the material are improved,

and the crack rate of the part is reduced from 100% to 9%. The results of stamping simulation

analysis of par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tamping. Optimizing the blank size and reducing

the flanging height of the cracking are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sadvantage of tear bands in

cutting edge, and the cracking rate of the parts is reduced to 0%.

Key words: Hot-rolled and pickled; Flange cracking; SAPH440; Hole expansion ratio

1 引言

随着热轧轧制技术的发展和薄规格热轧板卷质量的提升，钢板“以热代冷”已成为汽车行业降成本的

途径之一[1]。热轧酸洗产品SAPH440是抗拉强度为440MPa级的汽车结构钢板，具有制造成本低、表面质量

高及良好的强度和塑性配合等优点，广泛应用于汽车底盘零件及汽车加强板、支架等结构件[2]。

热轧酸洗板在应用于一些具有内孔或外缘翻边成形工艺的冲压件时，经常会在制件边部发生开裂现

象，制约了热轧酸洗材料在汽车上的应用。目前，高强钢翻边开裂研究主要集中在冷轧双相钢两相硬度差

及剪切边质量等方面[3-8]。袁志鹏等[9]通过优化坯料形状，减少翻边量，降低了零件翻边成形边部开裂

风险。曹晓恩等[10]研究表明细化晶粒、改善带状组织和马氏体分布均匀性，有利于冲压过程中材料的均

匀变形，减少缩颈和隐裂的发生。

本文针对热轧酸洗板SAPH440翻边开裂问题，从化学成分、力学性能、金相组织、冲裁断口形貌、扩

孔率等方面，分析了边部质量、微观组织等因素对翻边成形的影响。同时，建立了零件冲压成形仿真模

型，通过优化坯料尺寸，减小翻边高度，降低了翻边开裂风险。通过对典型热轧酸洗板冲压件翻边开裂原

因进行分析，提出了翻边开裂的控制措施，为热轧酸洗板冲压件工艺优化和产品质量提升提供了指导。

2 零件开裂概况及材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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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零件冲压基本情况

某轿车安装支架零件采用2.0mm厚的热轧酸洗汽车结构钢SAPH440进行冲压，零件宏观照片如图1a所

示。该零件共分4个工序冲压成形，分别为落料-翻边-剖切-冲孔整形。零件开裂发生在翻边工序，开裂位

于零件边缘处，板料边部可见微裂纹，如图1b所示。采用两批次板料分别进行零件冲压试制，两批次板料

的开裂率存在较大差异，第1批次板料冲压开裂率为100%，第2批次板料经过成分和生产工艺综合优化，冲

压开裂率降低为9%。

（a） （b）
图 1 冲压零件形貌 (a)宏观形貌 （b）断口形貌

Fig. 1 Morphology of stamping parts （a）Macroscopic morphology （b）Fracture morphology

2.2 材质特征分析

对两批次板料分别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两批次板料的各元素均控制

在标准要求范围内，但第1批次板料的Mn元素含量高于第2批次材料。Mn是汽车结构用钢中重要的元素，主

要起细化晶粒的作用，并能提高产品强度、增加韧性，也可抑制S引起的钢板热脆性，但Mn元素与S元素形

成MnS夹杂物和带状组织，对钢板的成形性具有不利作用。第2批板料添加了Nb元素，Nb作为一种重要的微

合金元素，可以形成细小的碳化物和氮化物，抑制奥氏体晶粒的长大。Nb在轧制过程中可以提高材料再结

晶温度，抑制奥氏体的再结晶，最终通过晶粒细化和析出强化影响强度和韧性。

表 1 SAPH440 板料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heet SAPH440 （%, mass fraction）

元素 C Si Mn P S Alt Nb

标准 ≤0.12 ≤0.30 ≤1.6 ≤0.025 ≤0.02 ≥0.01 -

第 1 批 0.08 0.02 1.28 0.013 0.007 0.037 0.001

第 2 批 0.09 0.02 0.91 0.019 0.005 0.031 0.02

翻边开裂与变形区材料所能承受的拉伸变形极限能力有关，为更好地分析零件开裂原因，对两批次板

料进行单向拉伸力学性能测试。试样检测标准采用GB/T 228.1-2010进行，标距为50mm，采用纵向试样，

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测试结果表明，两批次板料的力学性能均在标准要求范围内，两者的抗拉强度相差

不大，但开裂率为100%的第1批次板料屈服强度比第2批次板料低约20MPa，断后伸长率也略低于第2批次板

料。在C-Mn钢中，软硬相的强度差是影响材料扩孔率的因素之一，通过降低软硬相强度差、提高屈强比能

增大材料扩孔率，从而对具有扩孔和翻边要求的成形过程较为有利[11]。同时断后伸长率越高，变形区域

所能承受的塑形变形能力越大，因此第2批次板料的开裂率要显著低于第1批次板料。

表 2 SAPH440 板料的力学性能参数

Tab. 2 Mechanical property parameters of sheet SAPH440

项目 ReL/MPa Rm/MPa A50 /% n r

标准 ≥305 ≥440 ≥30 - -

第 1 批 383 477 30.5 0.13 1.00

第 2 批 406 480 32.0 0.12 0.97

3 开裂原因分析

3.1 冲裁断面分析

板料在冲压前要先经过落料工序，冲裁边部状态对材料翻边成形极限有较大的影响。对两种板料在相

同的落料模具上进行落料，采用扫描电镜对两批次材料的冲裁断口进行观察。图2为两批次材料落料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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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貌，从图中可知，断面呈现不同的颜色，主要由塌陷区、光亮带和撕裂区三个部分组成。塌陷区是冲裁

过程中刃口压入材料时，刃口附近材料产生弯曲与伸长变形的结果。光亮带是材料在剪切过程中模具将毛

坯局部压平而形成的光亮且垂直的断面，在扫描电镜下呈现深灰色。撕裂带是刃口处的微裂纹在拉应力的

作用下快速扩展而形成的撕裂面，撕裂带呈现灰色。

（a） （b）
图 2 落料断面形貌 第一批 (b)第二批

Fig. 2 Micromorphology of cutting edge First batch （b）Second batch

通常冲裁断面除塌陷区、光亮带和撕裂区外，还可能出现由于冲裁间隙设置不合理造成的毛刺问题。

两批次板料均未观察到明显的毛刺，这说明冲裁模具和间隙设置均在合理范围内。然而，两批次材料的落

料断口形貌存在较大差异，第1批材料的光亮带占比明显小于第2批材料，撕裂带显著大于第2批材料，这

与材料的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有较大关系。

由于该零件开裂部位属于伸长类翻边成形，翻边量较大，翻边区域圆角曲率半径小，且撕裂带位于翻

边圆角外侧。该类成形板料外侧受拉应力作用，内侧受压应力作用。图3为第1批次板料经冲裁落料后边部

微观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撕裂带外侧存在明显的微裂纹，而第2批次板料边部未发现微裂纹。在翻边

成形过程中，微裂纹在拉应力作用下成为开裂源。图4为撕裂带微观形貌，断口呈现明显的解理面，说明

断口属于脆性断裂。板料边部的开裂源在撕裂区扩展，并迅速贯穿整个剪切面后在材料内部进一步扩散，

从而造成零件边部开裂。

图 3 落料断面微裂纹

Fig. 3 Microcrack of cutting edge

图 4 撕裂带微观形貌

Fig. 4 Microstructure of tear band

3.2 扩孔试验

扩孔试验中凸模外侧材料受切向拉应力作用，与板料翻边成形受力状态一致，通常用于评价材料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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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成形性能。扩孔试验示意图如图5所示。预先在板料上冲制一个直径D0为10mm的圆孔，压边力采用200k

N，凸模推进速率为1mm/s，当试样边缘出现裂纹时，停止试验。测量试样破裂后的圆孔内径D1，并按下式

计算扩孔率λ：

%100
D

D

0

01 



D

λ （1）

式中：D0为预制孔初始直径，D1为试样边缘出现裂纹时的孔径。

图 5 扩孔试验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hole expansion experiment

表3为扩孔试验结果，第1批试样的扩孔率平均值为102.9%，第2批试样的扩孔率平均值为130.4%，第2

批试样的扩孔率显著高于第1批试样,在翻边成形过程中，材料边部能承受更大的应力，因而第2批材料的

开裂率明显低于第1批试样。

表 3 试验材料扩孔率

Tab. 3 Hole expansion ratio of test samples

项目 D0 /mm D1 /mm λ λ平均值

1-1 9.98 20.28 103.2%

102.9%1-2 9.96 20.24 103.2%

1-3 9.98 20.18 102.2%

2-1 9.97 22.97 130.4%

130.4%2-2 9.96 22.99 130.8%

2-3 9.98 22.91 129.6%

3.3 金相组织分析

两批次板料在相同的工艺下冲压时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对板料的金相组织进行观察。图6为SAPH440

试样以硝酸酒精试剂腐蚀后的微观组织，组织主要为多边形铁素体加少量珠光体。第1批板料的铁素体多

边形度较差，且分布不均匀。第2批板料在生产时采取了成分优化、控制终轧温度、轧后冷却速度等措

施，晶粒细化效果明显，多边形铁素体晶粒均匀，未发现混晶和带状珠光体组织，且铁素体晶粒较为细

小。

（a） （b）
图 6 SAPH440 板料金相组织 （a）第 1批（b）第 2批

Fig. 6 Metallurgical structures of sheet SAPH440 First batch （b）Second batch

第2批材料虽然组织较为均匀，但零件开裂率仍然高达9%，这与板料冲裁撕裂带位于翻边圆角外侧、

零件翻边量过大有关，需进一步从冲压工艺角度解决零件开裂率高的问题。

4 零件成形仿真分析与冲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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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零件成形仿真分析

为进一步降低零件开裂率，确定冲压工艺优化方案，采用AutoForm软件对零件进行全工序数值模拟分

析。将零件数模导入AutoForm软件中，确定冲压方向，采用工艺补充形成模具凹模型面。通过模具型面偏

移，建立零件冲压成形仿真模型，如图7所示。对第2批材料的单向拉伸力学性能数据进行处理，选取Ludw

ick硬化模型，屈服模型采用Hill屈服准则。

图 7 冲压仿真模型

Fig. 7 Simulation model of stamping process

由于该零件翻边区域为伸长类翻边成形，从零件开裂部位来看，翻边工序中板料的撕裂带位于外侧，

该处受拉应力的作用，容易出现翻边开裂现象。图8为零件成形仿真结果，零件边缘部位翻边位置出现开

裂现象，这与零件实际冲压过程吻合，开裂部位变形主要以单向拉伸应变状态为主。零件中间部位由于变

形量小，存在变形不足的问题。

图 8 零件冲压仿真结果

Fig. 8 Stamping simulation results of part

图9为主、次应变分布云图，翻边开裂区最大主应变为0.481，最大次应变为-0.201，最大减薄率为2

0.6%。从应变状态可知，该区域为单向拉伸应变状态。经过分析，零件开裂是由于翻边量过大所致，通过

减小翻边量可降低开裂风险。可采取修正坯料易开裂部位的边缘线，来减小开裂风险。通过对零件提出设

计变更，在满足零件设计要求的前提下优化了坯料形状，如图10所示。

（a） （b）
图 9 主应变和次应变分布图 （a）主应变（b）次应变

Fig. 9 Diagrams of major and minor strain （a）Major strain（b）Minor strain

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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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落料曲线优化

Fig. 10 Blanking curves optimization

图11为经过坯料尺寸优化后的成形结果，此时零件的最大主应变为0.287，最大次应变为-0.112。从

减薄率结果对比可知，优化后零件同一区域减薄率由20.6%降低到15.7%，优化效果显著。

图 11 优化后的成形仿真结果

Fig. 11 Stamping simulation results after optimization

4.2 零件冲压验证

根据仿真分析得到的优化方案，对落料模具进行优化，采用优化后的板料进行冲压试制，如图12所

示。冲压成形后零件质量良好，经过批量验证，均未发现边部开裂现象，翻边工序未发生缩颈、隐裂问

题，冲压合格率达到100%。

图 12 优化后的冲压结果

Fig. 12 Stamping results after optimization

5 结论

（1）铁素体多边形度较差对翻边成形较为不利，通过细化晶粒，形成均匀的铁素体组织将有利于改

善翻边开裂问题。

（2）伸长类翻边成形中，冲裁边部撕裂带占比对零件翻边成形极限有较大影响，微裂纹在拉应力作

用下沿着撕裂带扩展导致零件发生开裂。

（3）通过坯料形状优化，减少翻边量，可显著改善边缘处翻边工序带来的不利影响。

未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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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激光熔化工艺参数对气雾化 316L不锈钢粉末成形制品性

能的影响

李胜峰 杜开平 沈婕

（1.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160；2. 特种涂层材料与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06；3. 北京市工业

部件表面强化与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2206）

摘 要：本研究系统考察了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对 316L不锈钢粉末选区激光熔化工艺成形熔道、制品微观组织及力学

性能的影响，并分析了各类缺陷的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在低激光功率和高扫描速度条件下，熔道中出现了大量球状颗

粒，这些颗粒之间的空隙恶化了下一层粉末的熔化条件，这正是成形制品中熔道分布混乱以及孔洞、裂纹产生的根本原因，

进而导致成形制品力学性能降低；在高激光功率和低扫描速度条件下，熔池快速升温/冷却的热应力作用增强，使得成形制品

的熔道交界处也存在孔洞和裂纹等缺陷。在本研究实验条件下，激光功率为 350 W，扫描速度为 1750 mm/s时，SLM成形制

品的力学性能最为优异，其中抗拉强度为 731 MPa、屈服强度为 638 MPa、断后伸长率为 40.0%，致密度为 96.27%。

关键词：选区激光熔化；激光功率；扫描速度；316L不锈钢粉末

Effect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Process Parameters on Forming Characteristics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Prepared by Gas Atomization

LI Shengfeng, DU Kaiping, SHEN Jie

(1. BGRIMM Technology Group, Beijing 100160, 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Special Coating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2206; 3. Beijing Industrial Parts Surface Hardening and Repai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2206)

Abstract: Recently, an additive manufacturing method, a sup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gained a lot of attentions due to the advantages of rapid preparation of complex part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range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raw materials has been expanded from the

organic materials with low melting points to the metal materials with the high melting points, which extends its

application range to the fields of aerospace and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The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 is a

mainstream technology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with the metal materials. However, the supply of high quality

metal powder has become an obstacle for the SLM development. Currently, the amount of stainless steel powder,

such as 316L, used in molds accounts for about 20% of the global 3D printing metal materials. In this study, the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with the low oxygen content, fine particle size and good circularity was prepared by the

vacuum gas atomizati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including the angle of repose, the bulk

density and the tap density, of the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a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LM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effects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 process parameters, including the laser power and scanning

speed, on the melt channel,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wer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The formation reasons of various defects were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low laser power or the high scanning speed,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laser energy, the

powder in the molten pool is not completely melted,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ing viscosity of the molten pool and the

poor wettability between the molten pool and substrate. Therefore, a large number of spherical particles appea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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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lt channel, and in the severe cases, the melt channel could be even broken. In addition,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voids between the spherical particle, which further deteriorates the melting condition of the next layer of

powder. It is the root cause of disordered distribution of the melt channels and the generation of holes and cracks in

the longitudinal and horizontal sections of SLM forming product. During the stretching process, the above defects

are the source of cracks causing the fracture of SLM forming product, which further leads to a decrease i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M forming product, such as the tensile strength, yield strength, elongation at break and

relatively densit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high laser power and low scanning speed, the Marangoni flow inside

the molten pool enhanced and exhibits instability. In addition, the rapid heating or cooling processes of molten pool

enhances the thermal stress in the SLM forming product. The above phenomenon leads to the fact that the defects,

including holes and cracks, could also be found in the SLM forming product. And these defects are generally

present at the junction of adjacent melt channel in the same or different powder layers. Furthermore,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this work, when the laser power is 350 W and the scanning speed is 1750 mm/s,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are best, which includes a tensile strength of 731 MPa, a yield

strength of 638 MPa, an elongation of 40.0% and a relatively density of 96.27%.

Keywords: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Laser power; Scanning speed;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0 引 言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增材制造技术逐渐兴起，并快速发展为世界主流制造技术之一[1-4]。该技术可

快速直接精确地将设计思想转化为具有一定功能的工业模型，不仅缩短了开发周期，而且降低了开发费用，

提高了企业竞争力。随着增材制造技术的不断提升，其原材料已由低熔点有机材料拓展至高熔点金属材料，

应用范围也延伸至汽车制造、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5-7]。作为金属材料增材制造技术的主流工艺[5,8]，选区

激光熔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逐渐受到科研工作者的重视，但高品质金属粉末的供应却成为限

制其发展的瓶颈。

不锈钢合金粉末作为使用范围最广且成本最低的合金粉末材料之一，已被广泛应用于煤炭、石油、通

信、航海、汽车零部件等领域，使用量约占整个增材制造用合金粉末材料的五分之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9]。特别是在汽车轮胎及随形冷却模具制造领域，选区激光熔化用 316L不锈钢粉末的需求量日益提高。

针对国外 3D打印用高性能金属粉末价格高，国内同类型粉末性能不足的情况，本研究在采用真空气雾化法

制备低氧含量、细粒径 316L不锈钢粉末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等选区激光熔化工艺典

型参数对粉末成形熔道、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制品缺陷的形成原因。

1 实验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真空气雾化工艺制备了低氧含量 316L不锈钢粉末，并利用气流分级机对其进行粒度调控，

从而获得了细粒径 316L不锈钢粉末。在此基础上，对粉末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如表 1所示；采用电子扫描

显微镜镜（SEM）观察粉末形貌特征，如图 1 所示；采用图像分析法、马尔文激光粒度仪分别统计粉末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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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度及粒度分布，如图 2 及图 3 所示；并采用粉体综合特性测试仪分别对粉末安息角、松装密度、振实密

度进行检测，粉末物理性能汇总于表 2。整体而言，本研究制备的 316L不锈钢粉末呈现球形颗粒特征，圆

形度较好，粉末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能均满足选区激光熔化工艺要求。

表 1 316L不锈钢粉末的化学成分（wt.%）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wt.%)

Ni Cr Fe Mo Mn Si C S P O

11.26 18.34 Bal. 2.08 1.30 0.52 0.03 0.0038 0.0320 0.0291

表 2 316L不锈钢粉末的物理性能

Table 2 Physical properties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安息角（°） 松装密度（g/cm3） 振实密度（g/cm3）

29.5 4.38 5.02

图 1 316L不锈钢粉末的 SEM形貌（×200）

Fig. 1 SEM (×200)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图 2 316L不锈钢粉末的圆形度分布

Fig. 2 Circularity distribution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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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16L不锈钢粉末的粒度分布

Fig. 3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owder

本研究采用汉邦 SLM 280型 SLM 设备进行 SLM 工艺参数影响。首先，将激光功率以 25 W 的递增幅

度逐步由 250 W提高至 450 W，扫描速度以 125mm/s 的递增幅度由 1000 mm/s 递增至 3000 mm/s，并采用

光学显微镜系统考察激光功率和扫描度对熔道连续性的影响。其次，采用从熔道分析中优选的激光功率和

扫描速度参数进行 SLM 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研究，工艺参数汇总于表 3；为避免成形过程中能量

集中对制品组织及性能的影响，采用层内 S形，每两层正交的成形工艺策略，如图 4所示；成形制品尺寸

为 10×10×10 mm3，力学性能标准拉伸件尺寸如图 5所示（参照 GB/T 228-2002）；在此基础上，将制品的

侧面和底面打磨抛光后，用王水对其表面进行腐蚀，采用 SEM观察制品的微观组织和断口形貌，采用阿基

米德排水法测量制品致密度，并采用拉伸实验机分析制品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

表 3 SLM成形工艺参数

Table 3 SLM forming process parameters

编号 激光功率（W） 扫描速度（mm/s） 扫描间距（μm） 铺粉层厚（μm）

A-1 300

2000

80 30

A-2 350

A-3 400

B-1
350

1750

B-2 2250

图 4 SLM成形工艺策略

Fig. 4 SLM forming proces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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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拉伸件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test piece

2 实验结果和讨论

2.1 熔道分析

不同激光功率下的单熔道形貌如图 6 所示。当激光功率仅为 250-275 W时，由于熔道吸收的激光能量

较少，连续性较差，出现了球状颗粒（a）和熔道中断（b）的现象；随着激光功率逐步提高，熔道连续性

和稳定性逐渐增强，但仍存在少量熔道扭折（c）现象；当激光功率进一步增大至 450 W时，由于熔道吸收

的激光能量过高，在熔道边缘出现了飞溅重熔的小液滴凝固颗粒（d），熔道再次出现不连续现象。

图 6 不同激光功率下的熔道形貌

Fig. 6 Melt channel at different laser power

本研究进一步选取熔道连续段的最大/最小值为熔道宽度的极值，激光功率对单熔道宽度的影响如图 7

所示。整体而言，随着激光功率的提高，熔道宽度呈增大趋势。当激光功率为 350-400 W时，熔道连续性

较好，但在激光功率为 325 W和 450 W时，分别由于熔道扭折和飞溅液滴现象，导致熔道宽度极差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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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激光功率对熔道宽度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laser power on melt channel width

不同扫描速度下的熔道形貌及其对单熔道宽度的影响分别如图 8和图 9所示。整体而言，随着扫描速

度的提高，熔道稳定性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而熔道宽度则逐渐降低。当扫描速度较低时，熔

道出现了飞溅重熔小液滴引起的凸起（a）和中断（b）现象；当扫描速度提高至 2125 mm/s时，熔道内出

现了球状颗粒（c）现象；随着扫描速度的进一步增加，熔道连续性进一步降低。相对而言，扫描速度为

1750-2000 mm/s时，熔道连续性较好。

图 8 不同扫描速度下的熔道形貌

Fig. 8 Melt channel at different scanning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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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扫描速度对熔道宽度的影响

Fig. 9 Effect of scanning speed on melt channel width

综合而言，在低激光功率和高扫描速度条件下，熔道中均出现了大量球状颗粒，即“球化”现象。造成

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为：激光功率过低或扫描速度过高时，粉床吸收的激光能量不足，使得粉末熔化不

充分，熔池粘度增加，进而导致熔池与基板之间润湿性较差，凝固时更倾向于形成球形颗粒而非均匀铺展

于基板（如图 10所示），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熔道中断现象[10-12]。但是，在高激光功率和低扫描速度条件下，

熔道中同样出现了大量的球形颗粒和由此引发的熔道中断。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可能为以下两点：一方面，

由于粉床吸收的激光能量较高，使得熔池体积增大，导致熔池内部 Marangoni 流相应增强，进而使得熔池

稳定性急剧降低；另一方面，SLM 工艺过程中熔道冷却速度可达到 103-108 K/s左右[13]，极高的冷却速度使

得熔道各处收缩速率差异较大。

图 10 不同润湿性下的熔道形貌示意图

Fig.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melt channel under different wettability

2.2 制品微观形貌分析

基于熔道分析结果，分别优选熔道连续性相对较好的 3 组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进行成形制品微观形貌

分析。不同激光功率下的 SLM 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形貌如图 11所示。整体而言，与熔道分析结果类似，激

光功率对制品微观组织结构的影响较为明显。当激光功率为 300 W时，成形制品纵向截面组织较为混乱，

且出现了孔洞（A）和裂纹（B、C）等缺陷，但这些缺陷的形成位置有所差别，其中孔洞 A形成于同层相

邻熔道与相邻正交层熔道的三熔道交界处，细微裂纹 B存在于相邻两层同向熔道交界处，而更大的裂纹 C

则存在于相邻两层正交熔道交界处；此外，由于激光能量不足，成形制品水平截面也存在大量球形颗粒以

及由颗粒导致的大面积孔隙现象（D）。当激光功率提高至 350 W时，成形制品纵向及水平截面均无明显

缺陷，且纵向截面熔道呈均匀的鱼鳞状排列。随着激光功率进一步提高至 400 W，尽管纵向截面熔道呈明

显的鱼鳞状分布，但也存在较多孔洞（E）及裂纹（F、G）等缺陷，其中孔洞 E和裂纹 F 中均存在于熔道

交界处，而裂纹 G则沿熔道内部枝晶生长方向形成；此外，成形制品水平截面亦在熔道边界处存在大量裂

纹（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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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激光功率对 SLM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形貌的影响

（a）300 W，垂直截面（b）300 W，水平截面（c）350 W，垂直截面

（d）350 W，水平截面（e）400 W，垂直截面（f）400 W，水平截面

Fig. 11 Effect of laser power on microstructure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a) 300 W, vertical cross-section (b) 300 W,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c) 350 W, vertical cross-section (d) 350 W,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e) 400 W, vertical cross-section (f) 400 W,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不同扫描速度下的 SLM 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形貌如图 12所示。当扫描速度为 1750 mm/s 及 2000 mm/s

时，不管是水平截面，还是纵向截面，熔道均较为均匀且无明显缺陷。当扫描速度的提高到 2250 mm/s时，

成形制品纵向截面熔道不均匀性增强，在相邻两层同向熔道（I）以及相邻两层正交熔道交界处（J）均存在

孔洞；此外，成形制品水平截面也存在大量球形颗粒以及由颗粒导致的大面积孔隙（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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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扫描速度对 SLM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形貌的影响

（a）1750 mm/s，垂直截面（b）1750 mm/s，水平截面

（c）2000 mm/s，垂直截面（d）2000 mm/s，水平截面

（e）2250 mm/s，垂直截面（f）2250 mm/s，水平截面

Fig. 12 Effect of scanning speed on microstructure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a) 1750 mm/s, vertical cross-section (b) 1750 mm/s,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b) 2000 mm/s, vertical cross-section (d) 2000 mm/s,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e) 2250 mm/s, vertical cross-section (f) 2250 mm/s, horizontal cross-section

综合而言，在低激光功率和高扫描速度条件下，正如前文熔道分析所述，由于激光能量不足，导致熔

道中出现了大量球状颗粒，这正是纵向截面中熔道分布混乱以及孔洞、裂纹产生的根本原因。球化颗粒对

铺粉的影响如图 13所示。一方面，由于球化颗粒之间的空隙难以被下一层粉末填充，在 SLM 过程中，这

些空隙逐渐演变为成形制品内部孔洞（a）；另一方面，即使球化颗粒之间较大的空隙可以被下一层粉末填

充，但这等同于增加了单层铺粉厚度，使得较小的激光能量无法穿透空隙，进而导致空隙中的粉末难以熔

化，从而形成新的小球化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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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球化颗粒对铺粉的影响

Fig. 13 Effect of spheroidized particles on powder spreading

此外，在高激光功率和低扫描速度条件下，尽管熔道分布较为均匀，但也存在一些孔洞和裂纹等缺陷。

这些缺陷可能是熔道成形后产生的，其主要形成原因可能为热应力，即：受激光热源影响时金属不同部位

的热膨胀与收缩变形趋势不一致而造成。在 SLM 工艺过程中，由于激光运动较快，熔池受热升温及冷却凝

固时间极短，高温熔池区域受热膨胀，对熔池边界呈现压应力，而冷却熔池区域凝固收缩，对熔池边界呈

现拉应力，二者相互牵制，甚至在热影响的作用下呈周期性变化[14-16]。特别是在高激光能量下，熔池温度

梯度更大，热应力作用效果更为显著。因此，受热应力影响易出现裂纹的位置一般位于同层相邻熔道与相

邻正交层熔道交界处（a）、相邻两层正交熔道交界处（b）、相邻两层同向熔道交界处（c）等，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受热应力影响易出现裂纹的位置

Fig. 14 Location where cracks are easy to occur due to thermal stress

2.3 力学性能分析

激光功率对 SLM 成形制品力学性能的影响汇总于图 15，对致密度的影响汇总于图 16。整体而言，随

着激光功率的提高，SLM 成形制品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和致密度等力学性能均呈现先升高、

后降低的变化趋势。特别是当激光功率为 300 W时，SLM 成形制品力学性能最差，这与成形制品微观形貌

分析结果一致。当激光功率为 350 W时，SLM成形制品各项力学性能均较为优异，其中抗拉强度为 729 MPa、

屈服强度为 629 MPa、断后伸长率为 35.5%，致密度为 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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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激光功率对 SLM成形制品性能的影响

Fig. 15 Effect of laser power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图 16 激光功率对 SLM成形制品致密度的影响

Fig. 16 Effect of laser power on density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扫描速度对 SLM 成形制品力学性能的影响汇总于图 17，对致密度的影响汇总于图 18。整体而言，随

着扫描速度的提高，SLM 成形制品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和致密度等力学性能均呈现降低趋

势，这与成形制品微观形貌分析结果一致。当扫描速度为 1750 mm/s时，SLM 成形制品各项力学性能均较

为优异，其中抗拉强度为 731 MPa、屈服强度为 638 MPa、断后伸长率为 40.0%，致密度为 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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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扫描速度对 SLM成形制品力学性能的影响

Fig. 17 Effect of scanning speed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图 18 扫描速度对 SLM成形制品致密度的影响

Fig. 18 Effect of scanning speed on density of SLM forming products

不同 SLM 工艺参数下的断口形貌如图 17。在低激光功率和高扫描速度条件下（图 17(a)和(e)），成形

制品断口处可以看到大量球化颗粒和孔洞，在拉伸过程中，裂纹优先从这些球化颗粒和裂纹处扩展，这也

是成形制品力学较差的重要原因。在其他 SLM 工艺参数下，成形制品断口存在大量细小的韧窝,表现出韧性

断裂与沿晶断裂特征。

（a）300 W，2000 mm/s （b）350 W，2000 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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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0 W，2000 mm/s （d）350 W，1750 mm/s

（e）350 W，2250 mm/s

图 17 不同 SLM工艺参数下的断口形貌

Fig. 17 Fracture morphology under different SLM process parameters

3 结论

本研究采用真空气雾化法制备了低氧含量、细粒径 316L不锈钢粉末，粉末整体呈现球形颗粒特征，圆

形度较好，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能均满足选区激光熔化工艺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考察了激光功率

和扫描速度等选区激光熔化工艺典型参数对粉末成形熔道、成形制品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并深入

分析了各类缺陷的形成原因。研究结果可总结如下。在低激光功率和高扫描速度条件下，由于激光能量不

足，使得粉末熔化不充分，熔池粘度增加，进而导致熔池与基板之间润湿性较差，使得熔道中均出现了大

量球状颗粒，严重时甚至导致熔道中断；这些球状颗粒之间存在大量空隙，进而恶化了下一层粉末的熔化

条件，这正是成形制品纵向及水平截面中熔道分布混乱以及孔洞、裂纹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拉伸过程中，

裂纹优先从这些缺陷扩展，进一步导致成形制品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和致密度等力学性能降

低。在高激光功率和低扫描速度条件下，熔池内部Marangoni流增强，稳定性降低，且在熔池快速升温/冷

却的热应力作用下，使得成形制品中也存在孔洞和裂纹等缺陷，这些裂纹一般存在于熔道交界处。在本研

究实验条件下，激光功率为 350 W，扫描速度为 1750 mm/s时，SLM 成形制品的力学性能最为优异，其中

抗拉强度为 731 MPa、屈服强度为 638 MPa、断后伸长率为 40.0%，致密度为 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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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轮辐用 600MPa 级热轧双相钢失效原因分析

张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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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辽宁沈阳 1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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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两件失效轮辐在弯曲疲劳检测过程中出现断裂与疲劳寿命差异较大的原因。两件轮辐材质相同，均为热

轧双相钢 DP600。通过检测发现，钢板因表面脱碳形成了一层粗大的铁素体晶粒，脱碳层深度为 8-15μm，铁素体晶粒尺寸为

13.3-25.6μm。分析认为，实验材料存在两种相关的失效模式，微动磨损和疲劳断裂，表面脱碳降低了钢板表面硬度，导致

轮辐安装面与实验台垫片发生微动磨损，微动磨损形成的表面变形与缺损成为轮辐疲劳断裂的裂纹源。

关键词：DP600 双相钢；汽车轮辐；表面脱碳；微动磨损；疲劳断裂

中图分类号：TG115 文献标志码：A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要求不断提高，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水平 2020 年要下降至 5L/100km 左右[1]。

车轮做为簧下旋转件，其节能效果是其它非旋转件的 1.2～1.3 倍[2]。热轧双相钢因具有低屈强比，高初始

加工硬化率和良好的强塑性匹配，是制造车轮的理想材料[3-7]。目前国内几家大型车轮厂已将 DP600 应用于

轻量化乘用车轮辐的制造，其减重效果在 7.5%左右。本文主要研究采用热轧双相钢 DP600 制造的汽车车轮

轮辐，在弯曲疲劳寿命检测过程中，出现失效开裂并且疲劳寿命差异较大的原因。

1 实验材料

本文研究的实验钢为热轧双相钢 DP600，厚度 3.7mm，其化学成分、力学性能、显微组织情况如表 1-3

所示。精炼采用 LF+RH 双精炼 Ca 处理，层流冷却方式采用三段冷却工艺生产，其组织为铁素体+马氏体组

织，铁素体晶粒度 12 级，带状组织 1.0 级，非金属夹杂物 D 类细系为 0.5 级，其余类别均为 0 级。经 lepro

试剂浸蚀后的光学显微组织照片和 4%硝酸酒精浸蚀后的电子扫描显微组织照片，如图 1 所示，其中灰黑色

为铁素体组织，白亮色为马氏体组织。

表 1实验钢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est steel

表 2 实验钢力学性能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y of test steel

作者简介：张大伟（1985年-），男，山东烟台人，汉族，高级工程师，硕士，13581613256，主要从事热轧汽车用钢研发

工作。E-mail：5493555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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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号 Rp0.2/MPa Rm/MPa A80/%

DP600 330 620 25

表 3 实验钢显微组织

Table 3 Microstructure of test steel

晶粒度 马氏体比例 带状组织 夹杂物评级

12 级 6.0% 1.0 D 类 0.5 级

图 1 DP600 显微组织

（a）光学显微组织×1000；（b）扫描电子显微组织×5000

Fig.1 Microstructure of DP600

(a)-OM；(b)-SEM

2 实验检测过程与结果

实验钢经国内某汽车钢制车轮制造企业加工成 5J×14 尺寸乘用车轮辐 2 个，与轮辋组合焊接之后,如

图 2 所示，进行车轮弯曲疲劳实验，实验设备为天津久荣轿车车轮弯曲疲劳试验机 CFT-3，如图 3 所示，按

照《GB/T 205334-2005 乘用车车轮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要求进行台架实验，实验中施加弯矩为 1706Nm，

转速 1200 转/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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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测试车轮 图 3 弯曲疲劳试验机 CFT-3

Fig.2 Test wheelFig.3 Bending fatigue testing machine

经过弯曲疲劳实验检测，两个车轮轮辐的疲劳寿命分别为 25.4 万次与 54.6 万次，开裂位置均为轮辐

螺母座位置，通过观察发现，轮辐装配面与外观面都有裂纹，如图 4（a）（b）所示。装配面螺母座位置存

在明显碾压痕迹，如图 4（a）所示。

图 4 疲劳裂纹的位置

（a）装配面 （b）外观面

Fig.4 location of fatigue crack

（a）Assembly surface（b）Apparent surface

3 开裂位置微观检测

在两个实验轮辐螺栓孔座的开裂位置分别取样，命名循环寿命 25.4 万次的为 1#样品，54.6 万次的为

2#样品。使用钨灯丝扫描电镜 S-3400N 观察轮辐裂纹位置表面、开裂断口以及裂纹位置的截面组织。

3.1 轮辐开裂位置表面形貌

采用线切割的加工方式将裂纹位置切开，发现 2 个实验车轮裂纹均贯穿板厚而且轮辐装配面都有明显

的磨损痕迹，表面有缺损掉肉现象，如图 5、6 所示。轮辐装配面受磨损的位置存在裂纹，且裂纹长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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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轮辐的外观面，因此判断 1#与 2#轮辐开裂均始于轮辐安装面并扩展至外观面。从两个轮辐安装面的磨

损程度来看，1#轮辐比 2#轮辐严重。

图 5 1#轮辐安装面磨损形貌

Fig.5 Worn surface of 1# spoke mounting surface

图 6 2#轮辐安装面磨损形貌

Fig.6 Worn surface of 2# spoke mounting surface

3.2 轮辐裂纹断口形貌

1#与 2#两个轮辐的裂纹均贯穿板厚，将断口打开，在扫描电镜下进行观察，断口在循环载荷作用下经

过反复摩擦，断口表面光滑，疲劳纹无法辨识，未发现夹杂物引起开裂的形貌。2 个试样的断口均有明显的

人字形形貌，通过断口形貌可以判断，裂纹源位于试样表面。如图 7 所示。

图 7 断口形貌

（a）1#试样（b）2#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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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fracture morphology

（a）sample 1#（b）sample 2#

3.3 断口位置截面组织形貌

在垂直于疲劳断口位置截取试样，观察裂纹横截面表面发现，1#与 2#试样均有多条未贯穿试样的裂纹，

裂纹起始端的金属表面磨损严重并且组织有明显的流变，磨损严重处甚至形成网状裂纹团，裂纹穿晶扩展，

如图 8、9 所示。经能谱检测，如图 10 所示，裂纹内充满铁的氧化物，经分析氧化物来源于台架实验时与

轮辐安装面接触的垫片锈蚀物与轮辐自身表面的氧化铁皮。

图 8 1# 试样表面裂纹形貌

Fig.8 crack appearance of sample 1#

图 9 2# 试样表面裂纹形貌

Fig.9 crack appearance of sample 2#

图 10 能谱检测结果

Fig.10 test results of EDS analysis

谱图 O Si Fe 总的

谱图 1 36.29 0.82 62.89 100.00

谱图 2 18.48 81.52 100.00

谱图 3 8.51 91.4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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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讨论

从失效轮辐的断口、安装面表面形貌来看，应该存在两种失效模式，表面微动磨损和疲劳断裂。下面

对微动磨损和疲劳断裂进行具体的分析。

4.1 表面微动磨损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汽车车轮轮辐失效与 R.B.Waterhouse提出的微动磨损的机理十分吻合[8]，车轮轮辐安装面与实验

台架上的垫片紧固在一起，在摩擦表面间的法向压力和振动共同作用下将粘合点剪断成为磨屑，被氧化的

磨屑在磨损过程中起着磨粒的作用，使摩擦表面形成麻点或虫纹形伤疤，这些麻点或伤疤是应力集中的根

源，最终在循环载荷下形成疲劳断裂的裂纹源。

4.2 疲劳断裂分析

疲劳开裂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起裂阶段，裂纹扩展阶段与瞬间断裂阶段，其中起裂阶段的周期最长，

是决定疲劳寿命长短的关键。热轧双相钢的裂纹敏感性较高，表面微裂纹易形成疲劳裂纹源
[9-10]

。疲劳萌生

往往从试样的表面或有缺陷处、或最大应力处起源，不管源区有没有缺陷，在萌生的过程中都要经过反复

滑移的过程，没有缺陷时该过程较长，有缺陷的情况下该过程较短
[11]
。

从试样表面未贯穿零件的裂纹扩展形式来看，如图 11 所示，裂纹萌生于变形表面，表面变形严重，存

在多处小裂纹。裂纹萌生后先穿晶开裂，到裂纹末端附近开始沿晶扩展，分析认为，此裂纹由疲劳裂纹的

起裂阶段过渡到了扩展阶段初期。而表面组织的变形破损加速了疲劳萌生阶段，缩短了材料的疲劳寿命。

图 11 试样表面裂纹金相组织

（a）裂纹起始端（b）裂纹末端

Fig.11 OEM of surface crack

（a）crack initiation（b）crack end

4.3 表面脱碳对失效的影响

1#与 2#样品所使用的材料相同，在制成轮辐后采用相同的实验参数进行弯曲疲劳寿命检测的台架实验，

疲劳寿命结果相差一倍以上，从基体组织上看，两者完全一致，只是在表面组织上存在不同。经过扫描电

镜的观察测量，如图 12 所示，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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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样脱碳层深度 15.1μm，表层晶粒尺寸 25.6μm，2#试样脱碳深度 8.93μm，表层晶粒尺寸 13.3μ

m，与其疲劳寿命的长短对照，可以发现脱碳层深度大、晶粒尺寸大的疲劳寿命低。

从两个试样来看，DP600 表面脱碳导致材料表层存在一层粗大铁素体晶粒，与铁素体马氏体双相组织相

比，纯铁素体的硬度偏低，其制成轮辐的零件表面的抗磨损能力下降，形成的表面变形与破损掉肉等缺陷，

成为疲劳断裂的裂纹源，并且加速了疲劳裂纹的萌生。

对比 1#与 2#试样表面脱碳情况来看，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钢板表面脱碳层深度越大，铁素体晶粒尺

寸越大，微动磨损的程度越大，轮辐疲劳寿命低。

图 12 试样表面组织扫描照片

（a）1#试样×1000（b）2#试样×1000

Fig.12 SEM of surface Microstructure

（a）sample 1#（b）sample 2#

5 结论

1）轮辐试样存在两种相关的失效模式，轮辐表面微动磨损和轮辐疲劳断裂。

2）在弯曲疲劳检测过程中，受循环载荷作用，轮辐安装面表面与实验垫片产生微动磨损。微动磨损破

坏了材料的表面完整性，造成了缺口应力集中效应，成为轮辐疲劳断裂的裂纹源，并加速疲劳裂纹的萌生。

3）热轧双相钢 DP600 存在表面脱碳，脱碳深度为 8-15μm，脱碳层组织为粗大的铁素体晶粒，晶粒尺

寸为 13.3-25.6μm，钢板表面脱碳导致硬度的降低，易被磨损。

4）热轧双相钢 DP600 脱碳层深度与表层铁素体晶粒尺寸的差异导致了疲劳寿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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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元素含量对 GH90 合金平衡相图的影响

文新理

（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北京 100192）

摘 要：为分析合金元素含量对 GH90 热塑性的影响，利用相图计算软件计算了 C 含量对碳化物析出类型和析出温度的

影响，分析了 Cr、Co含量对γ′和σ相析出温度的影响，以及 Al、Ti含量对γ′相析出温度和数量的影响，计算了 C、Cr、

Co、Al、Ti 5 种元素对合金层错能的影响，评价了以上元素对合金热塑性的影响，为科学设计 GH90 合金成分配入点、实现

多元素协同控制热塑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合金元素；GH90；平衡相图；γ′相析出温度

中图分类号：TG142.1 文献标志码：A

GH90 是 Ni-Cr-Co 基沉淀硬化型高温合金，该牌号来源于英国 Mond 镍公司（现称国际镍公司）。GH90

使用温度高达 920℃，已用于制作航空发动机高温弹簧元件、高温紧固件、燃烧室卡圈和制动销等零部件，

相近牌号在国外还用于制作发动机涡轮工作叶片、涡轮盘等零部件
[1]
。GH90 由于合金元素复杂，热塑性较

差，热加工过程极易开裂，是 GH90 带材、棒材和丝材系列产品研制急需解决的关键共性问题和技术瓶颈，

严重制约了 GH90 合金系列产品的开发。传统观点认为，合金元素 Al、Ti 是影响γ′沉淀强化型高温合金

热塑性的主要元素，Al、Ti 主要通过影响γ′析出温度和数量间接影响合金热塑性，因此通常以 Al、Ti 含

量的多少衡量合金热塑性的优劣
[2-5]

。GH90 合金中除 Al、Ti 以外，还有 Cr、Co、C 等合金元素，这些元素

对合金的特性必然存在一定影响，并有可能影响合金的热塑性，通过理论计算揭示这些元素对合金平衡相

图的影响，有可能获得合金热塑性控制的新思路和方法。因此，本文利用相图计算软件计算了 C、Cr、Co、

Al、Ti 5 种合金元素对平衡相图中γ′析出温度和数量、碳化物析出温度、层错能等的影响，评价了其对

GH90 合金热塑性的影响，为科学设计 GH90 合金成分配入点、实现多元素协同控制热塑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1 试验材料及方法

试验材料选择镍基高温合金 GH90，利用相图计算软件计算 C 含量对碳化物析出类型和析出温度的影响，

C 含量选择范围为 0.01~0.13%；计算 Cr、Co 含量对γ′、σ相析出温度的影响，Cr 含量选择范围为 18~30%；

计算 Al、Ti 含量对γ′相析出温度和数量的影响，Al 含量选择范围为 1.00~2.00%，Ti 含量选择范围为

2.00~3.00%；计算了 C、Cr、Co、Al、Ti 5 种元素对合金层错能的影响。计算过程采用控制变量法，即只

变化一种元素含量而其他元素含量保持中限值不变，计算过程各元素含量的设计值见表 1，各元素中限值分

别为：C 0.065%、Cr 19.00%、Co 16.00%、Al 1.50%、Ti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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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元素含量设计值

Table 1 Design for chemical elemnt

编号 C，% Cr，% Co，% Al，% Ti，%

1 0.01 18 15 1.0 2.0

2 0.02 19 16 1.1 2.1

3 0.03 20 17 1.2 2.2

4 0.04 21 18 1.3 2.3

5 0.05 22 19 1.4 2.4

6 0.06 23 20 1.5 2.5

7 0.07 24 21 1.6 2.6

8 0.08 25 22 1.7 2.7

9 0.09 26 23 1.8 2.8

10 0.10 27 24 1.9 2.9

11 0.11 28 25 2.0 3.0

12 0.12 29 26 — —

13 0.13 30 27 — —

14 — — 28 — —

15 — — 29 — —

16 — — 30 — —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合金元素对平衡相图的影响

1）C 含量的影响

C 含量对合金相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液相线和固相线温度、γ′相析出温度、碳化物析出温度和析出

量几个方面，如图 1 所示。

(

a)

(

b)

(

c)

(

d)

图 1 C 含量对合金相图的影响 （a）液固线温度；（b）γ′析出温度

（c）碳化物开始析出温度；（d）碳化物最大析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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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Effect of C content on phase diagram

C 含量对液固相线温度的影响：C含量对液相线和固相线温度的影响如图 1（a）所示，随 C 含量的增加，

液相线温度逐渐降低但降低幅度很小，由 C 含量 0.01%时的 1393℃降低至 C 含量 0.13%时的 1387℃，降低

了 6℃，但固相线温度在 C 含量 0.01~0.05%区间降幅明显，降低了 21℃。液固相线温差（∆T）是衡量合金

凝固行为的重要参数，当溶质原子平衡分配系数 k0一定时，∆T 越大凝固过程固液两相成分相差越大，即成

分偏析越严重，热塑性也越差。因此，仅从元素偏析的角度分析，当 C 含量在 0~0.05%时，随 C含量降低，

合金偏析倾向减弱，有利于热塑性的提高；当 C 含量＞0.05%时，随 C含量增加，合金液固相线温差（∆T）

变化不大，由∆T 引起的成分偏析倾向不大，但成分偏析的倾向还与其他合金元素含量有关。

C 含量对γ′相析出温度的影响：C 含量对γ′相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1（b）所示，随 C含量增加，γ′

相析出温度逐渐降低，当 C 含量由 0.01%增加到 0.13%时，γ′相析出温度由 986℃降低至 950℃（降低了

36℃）。γ′相析出对合金热塑性有一定负面影响
[6-9]

，随 C 含量增加，γ′相开始析出温度降低意味着材

料可在更低的温度热加工，即热加工温度区间变宽，在生产上可减少回炉火次、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

成本。但γ′相析出温度降低也意味着在材料高温服役过程中材料承温能力也降低了。因此，C含量的影响

表现为两面性：从合金热塑性的角度看，C 含量越高则γ′相析出温度的越低，这有利于提高材料热塑性；

但从合金承温能力来看，C含量越高则γ′相析出温度的越低，对合金承温能力又是不利的。因此，在合金

成分设计时，应综合考虑 C 的这两方面影响。

C 含量对碳化物开始析出温度的影响：C含量对碳化物开始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1（c）所示，当 C含量

为 0.01~0.05%时，随 C 含量的增加，MC（主要是 TiC）开始析出温度显著提高，由 1072℃提高至 1347℃。

当 C 含量为 0.05~0.13%时，随 C 含量的增加，MC 开始析出温度基本不变（1347℃），而 M23C6 的析出温度

在 C 含量为 0.01~0.13%时变化不大（826~846℃）。当 MC（TiC）完全溶解温度在 1200℃以上时，细小的未

溶 MC 颗粒对奥氏体晶界的迁移起到了钉扎作用，可抑制奥氏体晶粒的长大，提高合金的热塑性，因此，一

定数量的 MC 对热加工性能是有利的。从图 1（C）可知，要利用 MC 的这种有益作用，C 含量要达到 0.03%

以上。M23C6 析出温度较低，主要沿着奥氏体晶界呈连续或断续网状，网状碳化物可能弱化奥氏体晶界，对

合金的高温性能是不利的，因此应控制 C 含量上限，避免形成网状 M23C6
[10]

。

C 含量对碳化物析出量的影响：C 含量对碳化物析出量的影响如图 1（d）所示，随 C 含量的增加，MC

和 M23C6 的摩尔分数均逐渐增加，MC 的摩尔分数由 0.05%增加至 1.12%，M23C6 的摩尔分数由 0.15%增加至

2.88%，且 M23C6 的含量约是 MC 含量的 2.5~3.5 倍。当 C 含量为 0.13%时，假设 M23C6 全部分布于奥氏体晶

界，则根据图 2 的网状碳化物厚度计算原理，网状 M23C6 的厚度约 0.37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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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50 (D2-d2)/ D2=2.88%
d =50

δ=(D-d

D=50.735μm

δ=(D-d)/≈0.37μm

图 2 网状 M23C6 理论厚度计算原理

Fig.2 Calculation principle of net-like M23C6

2）Cr 含量的影响

Cr 含量对合金相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液固相线温度、γ′相析出温度、σ相和碳化物析出温度，如

图 3 所示。Cr 含量计算值选择 18~30%（标准成分 18~21%）主要是为了充分考虑 Cr 的偏析。

图 3 Cr 含量对合金相图的影响 （a）液固相线温度；（b）σ析出开始温度；（c）γ′析出开始温度；（d）M23C6 析出

开始温度

Fig.3 Effect of Cr content on phas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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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含量对液固相线温度的影响：Cr 含量对液固相线温度的影响如图 3（a）所示，当 Cr 含量为 18~30%

时，随 Cr 含量的增加，液固相线温度均逐渐降低，其中液相线温度由 1395℃降低至 1362℃，固相线温度

由 1351℃降低至 1322℃，液固相线温差（∆T）的变化不大。

Cr 含量对γ′析出温度的影响：Cr 含量对γ′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3（b）和图 3（c）所示，在 Cr 含

量为 15~30%时，随 Cr 含量的增加，γ′析出温度显著提高，由 972℃提高至 1060℃，这表明随 Cr 含量的

提高热加工温度窗口变窄。

Cr 含量对σ相析出温度的影响：Cr 含量对σ相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3（b）所示，随 Cr 含量的增加，

σ相析出温度逐渐提高，由 Cr 含量 18%时的 356℃提高至 Cr 含量 30%时的 902℃。该温度已接近合金的热

加工温度区下限，若终锻温度低于 900℃，合金的热加工性能可能受到σ相的负面影响。

Cr 含量对 M23C6 析出温度的影响：Cr 含量对 M23C6 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3（d）所示，随 Cr 含量的增

加，M23C6 析出温度逐渐降低，由 Cr 含量 15%时的 801℃提高至 Cr 含量 30%时的 949℃，该温度已接近合金

的热加工温度区，因此 M23C6 的析出可能对合金热加工性能产生影响，Cr 含量的上限应控制。

3）Co 含量的影响

Co 含量对合金相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液固相线温度、γ′相析出温度、σ相析出温度和碳化物析出

温度，如图 4 所示。

(

a)
(

b)

(

c)

(

d)

图 4 Co 含量对合金相图的影响 （a）液固相线温度；（b）σ析出开始温度；（c）γ′析出开始温度；（d）M23C6 析出

开始温度

Fig.4 Effect of Co content on phas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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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含量对液固相线温度的影响：Co 含量对液固相线温度的影响如图 4（a）所示，随 Co 含量的增加，

液固相线温度均逐渐提高，液固相线温差（∆T）的变化不大。

Co 含量对σ相析出温度的影响：Co 含量对σ相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4（b）所示，随 Co 含量的增加，

σ相析出温度逐渐提高，由 15%Co 时的 344℃提高至 25%Co 时的 440℃。该温度远远低于合金的热加工温度，

因此合金的热加工性能不必考虑σ相的负面影响。

Co 含量对γ′开始析出温度的影响：Co 含量对γ′开始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4（c）所示，在 Co 含量

为 15~21%时，随 Co 含量的增加，γ′开始析出温度有小幅提高，由 972℃提高至 987℃。

Co 含量对 M23C6 析出温度的影响：Co 含量对 M23C6 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4（d）所示，随 Co 含量的增

加，M23C6 析出温度逐渐降低，由 Co 含量 15%时的 850℃降低至 Co 含量 30%时的 771℃。也就是说，M23C6

的完全固溶温度降低了，这意味着过高的 Co 将降低合金高温使用过程中的组织稳定性，使 M23C6 过早溶解。

4）Al 含量的影响

Al 含量对合金相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液固相线温度、γ′和σ相析出温度和数量、碳化物析出温度

几个方面，如图 5 所示。

(

a)
(

b)

(

c)

(

d)

图 5 Al含量对合金相图的影响 （a）液固相线温度（b）γ′和σ最大析出量；（c）γ′和 M23C6 析出开始温度；（d）

σ析出开始温度

Fig.5 Effect of Al content on phase diagram

Al 含量对液固相线温度的影响：Al 含量对液固相线温度的影响如图 5（a）所示，随 Al 含量的增加，

液相线温度降低而固相线温度提高，液固相线温差（∆T）逐渐变小，但总体变化幅度不大。

Al 含量对γ′最大析出量的影响：Al 含量对γ′和σ相最大析出数量的影响如图 5（b）所示，在 Al

含量为 1~2%时，随 Al 含量的增加，γ′最大析出量明显提高，由 20.0%提高至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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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含量对γ′和 M23C6 析出开始温度的影响：Al 含量对γ′和 M23C6 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5（c）所

示，随 Al 含量的增加，γ′和 M23C6 析出温度逐渐提高，分别由 Al 含量 1%时的 926℃和 800℃提高至 Al

含量 2%时的 1010℃和 890℃，γ′和 M23C6 开始析出温度逐渐进入热加工温度区。

Al 含量对σ相析出温度的影响：Al 含量对σ相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5（d）所示，随 Al 含量的增加，

σ相析出温度逐渐提高，由 Al 含量 1%时的 250℃提高至 Al 含量 2%时的 432℃。该温度远远低于合金的热

加工温度，因此合金的热加工性能不必考虑σ相的负面影响。

5）Ti 含量的影响

Ti 含量对合金相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液固相线温度、γ′和σ相析出温度和数量、碳化物析出温度

几个方面，如图 6 所示。

Ti 含量对液固相线温度的影响：Ti 含量对液固相线温度的影响如图 3-6（a）所示，随 Ti 含量的增加

液固相线温度均逐渐降低，液固相线温差（∆T）逐渐变小，这意味着随 Ti 含量增加合金元素的偏析倾向降

低。

Ti 含量对γ′和 M23C6 开始析出温度的影响：Ti 含量对γ′和 M23C6 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6（b）所示，

随 Ti 含量的增加，γ′开始析出温度逐渐提高，分别由 Ti 含量 2%时的 932℃提高至 Ti含量 3%时的 1020℃，

γ′开始析出温度逐渐进入热加工温度区，对合金热塑性不利。Ti 含量对 M23C6 析出温度的影响不大。

Ti 含量对γ′和σ相最大析出量的影响：Ti 含量对γ′和σ相最大析出数量的影响如图 6（c）所示，

在 Ti 含量为 2~3%时，随 Ti 含量的增加，γ′和σ相最大析出量均逐渐增加。

Ti 含量对σ相析出温度的影响：Ti 含量对σ相析出温度的影响如图 6（d）所示，随 Ti 含量的增加，

σ相析出温度逐渐提高，由 Ti 含量 2%时的 347℃提高至 Ti 含量 3%时的 407℃。该温度远低于合金的热加

工温度，因此合金的热加工性能不必考虑σ相的负面影响。

(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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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d)

图 6 Ti含量对合金相图的影响 （a）液固相线温度（b）γ′和σ最大析出量；（c）γ′和 M23C6 开始析出温度；（d）

σ析出温度

Fig.6 Effect of Ti content on phase diagram

2.2 元素含量对合金层错能和热塑性的影响分析

合金中限成分对应的层错能曲线如图 7（a）所示，随温度的提高合金层错能逐渐增加。C、Cr、Co、

Al、Ti 对合金层错能的影响分别如图 7（b）~（f）所示，C、Al 含量对合金层错能影响不大，随 Cr、Co、

Al 含量增加合金层错能逐渐降低。

从层错能对合金热塑性影响的角度分析，C、Al 不会从层错能的角度影响合金热塑性，而 Cr、Co、Ti

从层错能的角度对合金热塑性有明显影响，Cr、Co 含量的增加显著降低合金各温度的层错能，从而使位错

难以束集而发生交滑移，进而抑制热变形过程的回复和再结晶，降低合金热塑性[11-12]。因此对于 C、Al 含量

的设计不需考虑其对层错能的影响，而 Cr、Co、Ti 含量的设计则要从层错能的角度考虑其对热塑性的影响，

在保证合金其他性能的前提下，为提高热加工过程材料热塑性、避免出现热加工裂纹，应适当降低 Cr、Co、

Ti 含量。

(

a)

(

b)

(

c)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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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f)

图 7 元素含量和温度对合金层错能的影响

（a）中限成分对应的层错能；（b）C；（c）Cr；（d）Co；（e）Al；（f）Ti

Fig.7 Effect of element content and temperature on stacking fault energy

3 结论

1）C 含量对 MC 型碳化物的析出温度有重要影响，为使钢锭或坯料加热至 1150~1200℃时仍有部分 MC

存在以钉扎晶界，C 含量应在 0.03%以上；C含量对γ′相开始析出温度也有明显影响，为保证合金在终轧

温度约 950℃时γ′相尚未大量析出，C含量也应控制在 0.03%以上。

2）Cr、Cr 含量影响γ′相开始析出温度和层错能，因而对热塑性有显著影响，Cr、Co 含量越高，γ′

相开始析出温度也越高，而合金层错能则越低，为防止热加工裂纹，Cr、Co 含量应控制在下限。

3）Al、Ti 含量不仅影响γ′相开始析出温度，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γ′相的析出数量，Al、Ti 含

量越高，γ′相开始析出温度越高、析出数量越多，合金的热加工裂纹敏感性提高，因此 Al、Ti 含量越低

越好。

4）基于本文的研究，提出了利用 C、Cr、Co、Al、Ti 协同控制 GH90 合金热塑性的理念，并设计了合

金元素的具体配入点，配合合理的热加工工艺，生产出了表面质量良好、无热加工裂纹的 40×40mm 热轧坯、

80×80mm 锻坯、5.5×220mm 热轧带、Ф19mm 热轧棒，打通了下游冷轧和冷拔产品的关键生产技术瓶颈。在

此基础上，研制出了Ф0.46mm 高强度冷拉弹簧丝，应用于某型航空发动机并实现了进口替代，研制出了 0.8

×200mm、2.0×200mm 冷轧带材并实现了批量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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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吹铜熔炼炉冷却烟罩的设计与实践

周钢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摘要：本文对硫酸露点腐蚀的机理及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根据底吹铜熔炼烟气成分采

用关联式计算得到了硫酸露点温度，在此基础上对冷却烟罩冷却方式和材质选择的进行了优化

设计，通过实践证明能够显著提高冷却烟罩使用寿命。

关键词：底吹铜熔炼炉，硫酸露点温度，烟罩

Design and Practice of flue gas hood for bottom blowing

copper smelting furnace

Zhou Gang

China ENFI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12 Fuxing Avenue, Beijing,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echanism of sulfuric acid dew point corrosion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al correlations, the

sulfuric acid dew point temperature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flue gas

composition of the bottom blowing copper.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by selecting

the rational cooling method and the material,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flue gas hood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wors: bottom blowing copper smelting furnace, Sulfuric acid dew point, flue gas

hood

1. 引言

在工业过程中，硫酸的露点腐蚀现象在产生含硫烟气的炉窑设备中普遍存在，如工业锅炉

的空气预热器、余热锅炉水冷壁、底吹炉的烟罩等。来自燃料或矿物中的硫及硫化物反应后产

生的 SO2部分转化为 SO3与 H2O 结合，形成硫酸酸雾，在温度低于硫酸露点温度的壁面凝结造成

腐蚀。

目前底吹炉主要用来处理硫化铜和硫化铅精矿，通过底部鼓入富氧风搅动熔体实现高强度

熔炼，产生的烟气温度高达 1200℃，SO2浓度高达 20~30%。因此出烟口烟罩长期处于高温、高

烟尘和高浓度 SO2的烟气冲刷下，同时密封不严，使得出烟口罩产生硫酸露点腐蚀，影响设备

使用寿命。

本文将对硫酸露点腐蚀形成的机理和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结合底吹炉的烟气成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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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点温度，在此基础上对底吹炉出烟口烟罩进行结构设计。

2. 露点腐蚀机理分析

采用氧气底吹熔炼产生的烟气中大量存在的 SO2，同时也存在有水蒸气，SO2在一定条件下

部分转化为 SO3，SO3与水蒸气结合产生气态硫酸，在设备接触烟气壁面温度低于硫酸露点温度

时，气态硫酸在壁面凝结，从而对设备产生腐蚀作用。

2SO2+O2→2SO3 (1)

H2O+SO3→H2SO4 (2)

H2SO4+Fe→FeSO4+H2 (3)

2FeSO4+SO2+O2→Fe2(SO4)3 (4)

Fe2(SO4)3+Fe→3FeSO4 (5)

Kowaka 和 nagano
[1]
的研究表明，硫酸露点腐蚀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设备启动和停

车时，产生的硫酸温度和浓度较低，会有短暂的强腐蚀作用，发生的反应主要为反应(3)，随

着表面温度升高，相应产生的硫酸温度和浓度升高，进入第二阶段，腐蚀速度相对第一阶段要

低但持续时间稍长；第三阶段是在壁面表面烟灰沉积后，在铁氧化物等催化剂作用下，形成硫

酸盐加速腐蚀过程，如反应(4)~(5)，这一阶段作用时间最长，腐蚀作用最明显。另外由于铜

冶炼过程中烟尘中还有一定量的铅、锌，也会与凝结的硫酸反应形成硫酸盐，加剧腐蚀作用。

烟气中的 SO2与水蒸气结合产生的亚硫酸也会产生腐蚀作用，但亚硫酸露点温度低，研究

表明当烟气中水蒸气浓度小于 30%时，亚硫酸的露点温度低于 70℃[2]。设备中与烟气接触面的

温度一般高于此温度，在此不予考虑。

3. 露点腐蚀影响因素分析

从发生硫酸露点腐蚀的条件来看，一是形成气态的硫酸，二是烟气设备内壁面温度低于硫

酸露点温度，因此影响腐蚀的因素主要包括 SO3和 H2O 的浓度，以及烟气设备的内壁面温度。

烟气中形成 SO3的机制有两种，一是如反应(1)所示 SO2与分子氧反应形成 SO3，在有催化

剂存在的条件下最佳温度是 500~650℃，二是在高温下 SO2与原子氧反应也会产生部分 SO3，目

前两种机制产生的 SO3占比并不明确。

SO3的浓度由 SO2向 SO3的转化率决定，主要受反应温度、空气过剩系数、催化剂等因素影

响。烟气中的过剩氧含量越高，会促进反应(1)向右发生，导致 SO2向 SO3的转化率升高。

在实际生产中，由于烟气中还含有一定量的可燃成分，为了避免可燃成分进入布袋造成设

备损坏，一般在出烟口兑冷风或保持一定的漏风率，来维持较高的空气过剩系数，使可燃成分

尽可能充分燃烧。这样一来，一方面会形成局部的低温区，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空气过剩系数，

使烟气中 SO3的浓度升高。

由于底吹熔炼过程采用了工业纯氧，致使烟气中 H2O 的浓度高达 25%左右，远高于采用空

气燃烧的燃煤或者燃油过程，会促进反应(2)向右进行，增大烟气中气态硫酸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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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露点腐蚀只有在烟气设备金属表面温度低于硫酸露点温度时才会发生，根据图 1所示

硫酸与水的平衡相图[2]来看，不同的露点温度对应形成的硫酸浓度也不同，对金属的腐蚀程度

也不同。传热计算表明，烟气设备采用水冷箱式水套结构时，金属表面温度约为 90~100℃，

此时凝结在金属表面的硫酸浓度为 60~70%，对普通碳钢以及不锈钢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尤

其是对于奥氏体不锈钢[3]。在实际生产中一般控制接触面表面温度高于硫酸露点温度 30~40℃

来预防露点腐蚀现象。

图 1. H2SO4-H2O 相图

4. 露点温度计算

由于硫酸露点腐蚀严重影响设备寿命，在设计过程中对硫酸露点温度进行准备的计算，以

此作为设计依据，保证设备工作温度高于硫酸露点温度，对于保障设备稳定运行和延长设备的

使用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硫酸露点温度计算关联式的研究很多，其中 Verhoff&Branchero 关联式和 Okkes

关联式
[2]
，分别如式(6)和式(7)所示，由于同时考虑了烟气中 SO3和 H2O 对烟气露点温度的影

响，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ul � ͳ�Ͳ���ͺ � ͺ�Ͳ�lg�HͺO � ͳ�Ͳ�3lg�SO3 � ͳͲ��(lg�SO3 � ͺͲͺͺ43)ͺͲͳͺ (6)

��ul � ͳ���Ͳ( Ͳͅͺ��ͺ ʹ �Ͳͳ3��lg�HͺO ʹ �Ͳͺ��4lg�SO3 � �Ͳ�3ͺ��lg�HͺOlg�SO3 (7)

其中，

pSO3 、pH2O分别为 SO3和 H2O 的分压，pa。

pSO3=cpSO2，c为 SO2转化为 SO3的百分比，%。

式(7)更适合于烟气中水蒸气体积浓度高于 25%的情况。

表 1 所示为某底吹铜熔炼炉出烟口烟气成分。由于不同文献中提到的 SO2向 SO3转化率不

尽相同，一般在 3~10%之间[4]。本文取转化率 c=3%~6%，分别采用式(6)和式(7)关联式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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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硫酸露点温度为 218~227℃和 222~231℃。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底吹熔炼产生的烟

气中 SO2浓度高达 30%，转化率取 3%和 6%计算的结果相差不大，因此认为底吹炉上升烟道的硫

酸露点温度约为 230℃。与文献[5]中 Inspration 铜业公司测得的铜熔炼过程硫酸露点温度

242℃非常接近。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应保证与烟气接触面的壁面温度约 260~270℃时来保证设

备稳定运行。

表 1. 底吹炉出烟口罩烟气成分

SO2(%) CO2(%) O2(%) N2(%) H2O(%)

29.49 3.08 3.3 36.67 27.47

5. 冷却烟罩的结构设计与应用

底吹炉出烟口冷却烟罩长期处于高温、高浓度 SO2和高烟尘的烟气冲刷下，因此在进行结

构设计时，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采用合理的冷却方式，确保烟罩在高温环境下安

全运行；二是要选择合理的材质，降低含硫烟气对烟罩的腐蚀作用和烟尘的冲刷作用。

烟罩的主体结构分为主烟罩和副烟罩，正常生产时烟气通过主烟罩进余热锅炉进行余热回

收，事故停车时烟气通过副烟罩降温及后续处理后并入环保烟气管道。为了保证烟罩在高温环

境下运行，主烟罩采用薄水层水套冷却，其结构如图 2所示。烟罩下方与出烟口护板间设计了

密封装置，安装时生产企业担心出烟口粘结，影响炉体转动和粘结物清理，故取消了密封装置

的安装，并且将烟罩高度上抬，导致烟罩下方与出烟口之间留有超过 100mm 的缝隙。这样在此

处有大量的漏风，使得烟罩内壁温度局部低于露点温度，使用仅 3个月，烟罩内壁就出现了腐

蚀孔洞。之后将此烟罩由水冷改为汽冷，采用了膜式水冷壁结构。蒸汽压力在 5~6Mpa，对应

的饱和蒸汽温度 270~280℃，确保烟罩内避免温度高于硫酸露点温度。同时对烟罩与出烟口之

间的缝隙进行了密封，在烟罩内壁喷涂耐磨、耐腐蚀的 Cu-Cr 合金，增强抗腐蚀和耐冲刷能力。

烟罩经过修改后到目前已安全运行一年多，并且仍在继续使用。

图 2. 薄水层水套结构

通过这一实践，说明露点腐蚀对烟罩的寿命影响很大。必须首先进行准确地计算，同时在

操作方面采用必要的措施如加强密封性，确保壁面温度高于露点，进而通过优化材质，来保证

设备的使用寿命。

6. 总结

硫酸露点腐蚀是影响设备寿命的主要因素。本文通过对硫酸露点腐蚀现象的腐蚀机理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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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的理论分析，表明 SO3和 H2O 的浓度，以及烟罩内壁温度是影响腐蚀的主要因素，并采

用经典关联系计算得到底吹铜熔炼炉出烟口烟罩处的硫酸露点温度约为 230℃。在理论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出烟口冷却烟罩的使用环境，通过对冷却方式和材质的选择上优化设计，使得出

烟口冷却烟罩的寿命显著增加，对于降低设备能耗、提高底吹炉作业率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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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镍矿高温矿物相转变及还原机理初探

马明生，尉克俭，裴忠冶，李兴杰，郭亚光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100038

摘 要 以东南亚某国红土镍矿为原料研究了红土镍矿高温还原过程中矿石的物相变化和还原机理。结果表明，矿石中的主

要含镍矿物为镍滑石，主要含铁矿物为利蛇纹石。随着高温还原温度的升高，金属镍和铁的粒度增大；还原出的金属镍、铁

主要以镍铁合金形式存在。分析了矿石在不同温度下的物相转变过程。关键词 红土镍矿；高温还原；矿物相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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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ineral phase transformation of nickel laterite in high

temperature reduction and its reduction mechanism

MA Ming sheng，WEI Ke jian，PEI Zhong ye，LI Xing jie，GUO Ya guang
China ENFI Engineering Corporation，Fuxing avenue, Beijing，100038；

ABSTRACT The mineral phase transformation and reduction mechanism of nickellaterite from Southeast Asia at high

temperature were studied．XRD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Ni-contained mineral phases is willemseity，

the Fe-contained mineral phase is nepouite．SEM observ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particle size of Ni-Fe alloy

increased with temperature increasing，the Ni and Fe existed in the form of karmacite，a style of nickel-iron

alloy．The raineral phase transfo．rmation with temperature were analyzed by XRD method．

KEY WORDS Nickel laterite；High temperature reduction；Mineral phase transformation

世界陆基镍的储量约为417亿吨，39.14%以硫化矿的形式存在,而世界上约70%的镍是从硫化矿中提取，

赋存在氧化矿床中的镍占镍储量的60.86%[1]。随着可经济利用的硫化镍矿和高品位红土镍矿资源的日益枯

竭, 大量存在的低品位红土镍矿的经济开发成了当今镍冶金的研究热点。以直接还原工艺为代表的红土矿

冶炼工艺成为近年来研究热点，现已有多种解决方案应用于炼铁技术领域
[2-4]

。本文利用多种测试和分析手

段分析了红土矿在高温非等温过程中矿物相转变机理和还原机理。

1 实验原料及实验方法

1.1 实验原料

本试验主要原料是东南亚某国红土镍矿，经过干燥处理后的矿石的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

表2中可以看出，该红土镍矿的镍品位为2.06%，铁品位为8.49%，主要杂质为MgO和SiO2，含量高达22.7%和

41.8%，P、S等元素的含量较低，仅为0.042%和0.12%。测试结果中15.13%的烧失为矿石中的结晶水。

表 1. 红土镍矿的化学多元素分析

成分 TFe Ni SiO2 MgO Al2O3 Fe2O3 FeO

质量分数/% 8.49 2.06 41.8 22.7 1.11 11.42 0.65

成分 CaO Na2O K2O C S P 烧失

质量分数/% 0.79 0.19 0.029 0.048 0.12 0.042 15.13

矿石的XRD测试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矿石的主要矿物有Lizardite（利蛇纹石）、Willemseite（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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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石）、Nepouite（镍绿泥石）、Clinochrysotile（斜纤蛇纹石）、Quartz（石英）。由于原矿中镁的含

量较高，镍主要和镁及铁呈类质同象结构以硅酸盐矿物的形式存在，所以很难直接用物理分离的方法将铁

和镍进行富集和分离回收。

图 1 矿石 XRD 测试结果

1.2 实验及测试方法

本试验以干燥红土镍矿为主要原料，配入还原煤和辅料分别破碎至1mm粒径后并混合均匀成配合料。混

合好的配合料在高温电阻炉中在900℃、1000℃、1100℃、1200℃和1300℃分别进行2h的高温还原试验。焙

烧产物经过破碎、粉磨至-200目90%后加水配成浓度为70%的矿浆，利用强磁选机对矿浆进行选别。

本试验所用设备和测试方法：

(1) 原料称量及混合设备：电子天平，球磨机；

(2) 加热设备：硅钼棒马弗炉，最高工作温度1700℃；

(3) 反应容器：石墨坩埚；

(4) XRD分析：使用日本Mac转靶XRD分析仪对样品进行XRD分析，判定样品的物相组成；

(5) 扫描电子显微镜：使用德国Zeiss evo© 18扫描电子显微镜对高温还原样品进行显微形貌观察和分

析，利用Bruker XFlash Detecor 5010 能谱仪进行样品能谱分析。

2.结果与讨论

2.1 红土镍矿高温分解机理

由 XRD 半定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本研究所用红土矿主要含镍矿物为镍滑石(Ni,Mg)3Si4O10(OH)2，次要

含镍矿物为镍绿泥石 Ni3Si2O5(OH)4。两种矿物都属于典型层状结构亚类硅酸盐，其中镍滑石为层状构造硅酸

盐亚类的滑石族硅酸盐，镍绿泥石为该亚类绿泥石族硅酸盐。该亚类硅酸盐的特点是[SiO4]四面体分布在一

个平面内，彼此以三个角顶相连形成二维延伸的网层。在四面体片中，每一个四面体有一个只与一个硅相

联结的活性氧。活性氧按六方网格排列形成顶氧平面， OH
-
则位于六方网格中心。

上下两层四面体片，以顶氧和 OH
-
相对，并相互以最紧堆积的位置错位叠置，形成八面体空隙。前述镍

滑石和镍绿泥石中的 Ni
2+
、Mg

2+
以六配位填充于八面体空隙中。滑石为单斜晶系矿物，晶格常数为 a0=0.527nm，

b0=0.912nm，c0=1.855nm，β=100°00′。滑石中的八面体片由[MgO4(OH)2]八面体组成，属三八面体结构，

单元层间为微弱的分子键。镍滑石(Ni,Mg)3Si4O10(OH)4为滑石 Mg3Si4O10(OH)2中部分 Mg
2+
被 Ni

2+
代替形成的类

质同象矿物。

由矿石的 XRD 测试结果可知,矿石中的主要含镍矿物为镍滑石(Ni,Mg)3Si4O10(OH)2，次要矿物为镍绿泥石

Ni3Si2O5(OH)4。图 2 为不同温度条件下矿石物相。在达到 600℃ 后镍绿泥石发生分解反应为：

Ni3Si2O5(OH)4→Ni3Si2O7+2H2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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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2 不同温度条件下矿石的 XRD 测试结果，（a）600℃，（b）900℃，（c）1200℃

从反应(1)可以看出在温度达到 600℃后，镍绿泥石矿物层间水分解成游离水，含镍矿物转变为 Ni3Si2O7。

日本学者白根
[1]
指出反应(1)中分解出的 Ni3Si2O7为玻璃态。随着温度升高至 900℃，镍滑石发生如下分解反

应：

(Ni,Mg)3Si4O10(OH)2→3(Ni,Mg)SiO3+SiO2+H2O (2)

日本学者森本
[2]
根据测试得出反应(2)中分解出的 SiO2为玻璃态物质。在温度高于 900℃后，Ni3Si2O7发

生进一步的分解反应：

2Ni3Si2O7→3Ni2SiO4+SiO2 (3)

随着温度升高至 1200℃，反应(2)分解出的(Ni,Mg)SiO3发生如下式的分解反应：

2(Ni,Mg)SiO3→(Ni,Mg)2SiO4+SiO2 (4)

反应(3)生成物 Ni2SiO4与反应(4)生成物(Ni,Mg)2SiO4为类质同像矿物。根据(Ni,Mg)2SiO4中 Ni
2+
、Mg

2+

含量的变化并用 x 表示 Ni
2+
含量，Mg

2+
的含量为(1-x)，则该固溶体可用(Nix,Mg1-x)2SiO4来表示。当 x=1 时，

固溶体中无 Mg
2+
情况下，该固溶体既为 Ni2SiO4。

矿石中主要含铁矿物为利蛇纹石(Fe,Mg)3Si4O10(OH)2，与镍滑石(Ni,Mg)3Si4O10(OH)2为类质同像固溶体氧

化物。其分解反应与反应(2)类似：

(Fe,Mg)3Si4O10(OH)2→3(Fe,Mg)SiO3+SiO2+H2O (5)

该反应的温度条件也是 T>900℃。当温度高于 1200℃后，反应(5)的生成物(Fe,Mg)SiO3发生进一步分解

反应：

2(Fe,Mg)SiO3→(Fe,Mg)2SiO4+SiO2 (6)

图 3 为镍滑石的矿物晶体结构示意图，可以看出 Ni
2+
和 Mg

2+
填充在[SiO4]四面体中，利蛇纹石

(Fe,Mg)3Si4O10(OH)2与镍滑石为类质同像固溶体，其晶体结构也如图 3，Fe
2+
在晶格中的位置即为 Ni

2+
所在层

间位置。要从镍滑石中还原出 Ni 和 Fe，首先要破坏[SiO4]包裹 Ni
2+
及 Fe

2+
的晶体结构使他们被释放出来，

然后与还原剂发生反应形成 Ni 和 Fe。可以通过高温状态下加入 Na
+
、K

+
等网络外体氧化物碱金属离子。其

反应机理为如反应(7)和(8)所示，反应式中用 X 表示碱金属离子，y表示反应配平系数：

图 3 镍滑石晶体结构

y(Ni,Mg)2SiO4+(1-y)X2O→yNiO+X2-2yMg2ySiyO2y+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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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e,Mg)2SiO4+(1-y)X2O→yFeO+X2-2yMg2ySiyO2y+1 (8)

反应(7)和(8)表明，配合料中加入碱金属氧化物后使红土镍矿最终解离出游离 NiO 和 FeO，两种金属氧

化物将与还原剂发生还原反应生成金属镍和铁。

2.2 红土镍矿还原机理分析

图 4 为不同温度条件下，红土镍矿还原产物 XRD 测试结果，图 5 和图 6 分别是 900℃和 1300℃还

原产物的扫描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和成分扫描及能谱测试结果。由图 5（b），（c）成分分布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图 5（a）中明亮的点状物为镍铁合金，其余深色部分为仍含有镍和铁的渣体。由图 5（a）可以看出，镍铁

的最大粒径为 5μm，最小的粒径如图中圈定区域中仅为几十至几百个纳米。表明 900℃下，红土矿中金属

氧化物被初步还原成镍铁合金，部分长大为微米级颗粒。

（a） (b) (c)

图 4 还原过程 XRD 测试结果，（a）600℃，（b）900℃，（c）1300℃

（a） （b）

（c）

图 5 （a）900℃还原样品 SEM 镜下图像，（b）各成分分布和（c）Ni、Fe 分布

由图 6（b），（c）成分分布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图 6（a）中明亮的点状物为镍铁合金，其余深色部分为

仍含有镍和铁的渣体。由图 6（a）可以看出，镍铁的最大粒径为 60μm，但仍有粒径小于微米级的颗粒存

5μm

细小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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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7 为磁选精矿的 XRD 测试结果，可以看出，精矿中的金属主要以镍铁合金形式存在，表明 1300℃下

红土矿中金属氧化物绝大部分被还原成金属并以镍铁合金的形式存在。

（a）

（b） (c)

图 6 （a）1300℃还原样品 SEM 镜下图像，（b）各成分分布和（c）Ni、Fe 分布

图 7 磁选精矿的 XRD 测试结果

2.3 红土镍矿还原热力学

900℃、1000℃、1100℃、1200℃和 1300℃焙烧产物磁选后所得精矿的镍、铁品位和回收率与温度

的关系如图 8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还原温度上升，精矿中镍、铁的品位和回收率指标都明显增大。由图

中数据可以看出，当温度由 900℃提高至 1000℃后，精矿镍品位由 4.31%上升为 10.76%，镍回收率由 13.33%

提高至 64.93%；随着温度继续升高，精矿镍品位和回收率上升效果趋于平缓，如 1300℃高温还原所得精矿

的镍品位和回收率仅比 1200℃的精矿相对应数值高 0.86%和 1.00%。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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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温度对 Ni、Fe 品位及还原率的影响

如式（7）和式（8）所示，配合料中在高温下出现 FeO 和 NiO，他们与固体碳及 CO 的反应机理如下所

示：

NiO 高温还原反应自由能如下：

NiO(s)+CO→Ni+CO2↑ ΔrG mCO = 240600 – 7.995T (9)

NiO(s)+C(S)→Ni+CO↑ ΔrGmC(S)= 130070 – 183.79T (10)

FeO 高温还原反应自由能如下：

FeO(s)+CO(g)→Fe(S)+CO2↑ ΔrGm= -10980 + 17.305T (11)

FeO(S)+C(S)→Fe(S)+CO2↑ ΔrGm= -12510 – 174.615T (12)

在 900℃、1000℃、1100℃、1200℃和 1300℃这几个温度下的 NiO 和 Fe2O3的还原反应自由能如表 2 所

示。

表 2 高温还原反应 Gibbs 自由能ΔrGm（J/mol）

反应
温度/℃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9) 231221.9
230422.36

5
229622.9

228823.36

5

228023.86

5

(10) -85515.7
-103894.6

7
-122274

-140652.6

7

-159031.6

7

(11) 9318.77 11049.27 12779.77 14510.27 16240.77

(12) -24438.77 -40287.77 -56136.77 -71985.77 -87834.77

由表 2 所列反应(9)的反应自由能数值来看，NiO(s)与 CO 反应 Gibbs 自由能在 900℃~1300℃各温度下都

大于 0，为非自发反应；由反应（10）及对应的表 2 中数据，NiO(s)与 C 反应 Gibbs 自由能在 900℃~1300℃

各温度下都为负值，且随着温度升高，负值的绝对值增大，表明一方面该反应为自发反应，另一方面随着

温度升高还原反应的驱动力增大。标明 NiO 的还原反应主要是以与 C 发生反应形式进行。

由表 2 所列反应(11)的 Gibbs 自由能数值来看，FeO 被 CO 还原成 FeO 的反应历程为自发反应，反应驱

动力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当温度>361.5℃后，FeO 与 CO 的反应为非自发反应。由表 2 所列反应(12)的 Gibbs

自由能数值看出，FeO 被固体 C 还原成金属铁的反应历程为自发进行，反应驱动力随温度升高而增大。比较

在 C 和 CO 参与下 FeO 被还原成 Fe 反应的 Gibbs 自由能，可以看出，C 参与的高温还原反应的驱动力要大于

CO 参与的反应，且 FeO 被还原成 Fe 主要是在 C 参与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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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1）红土矿中含镍和含铁的主要矿物都为层状硅酸盐，在高温还原过程中需要借助网络外体氧化物来

破坏矿物结构方式实现镍氧化物和铁氧化物与还原剂发生反应生成金属镍和金属铁；

（2）提高反应温度有助于镍氧化物和铁氧化物高温还原反应；

（3）热力学计算结果表明镍氧化物主要是在 C的参与下完成还原反应生成金属镍；铁氧化物在 C 和 CO

同时参与下完成还原反应生成金属铁，C 参与情况下反应驱动力大于 CO 参与的反应，且 FeO 最终被 C还原

成金属铁，还原生成的金属铁和镍主要是以镍铁合金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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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PHAD 技术在 Co 基粘结层合金制备中的应用

储茂友 张朝 王星明 白雪 刘宇阳 桂涛

(有研科技集团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材料合成事业部；北京市，海淀区 100088)

摘 要：在建立 Co 基合金热力学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 CALPHAD 相图计算技术辅助进行合金成分及热处理工艺设计研究。

预测了粘结层合金元素对相组成的影响规律，计算结果表明：Al 对β`和γ相的析出量影响显著，Cr 对σ相的析出量影响显

著，从而确定了 Al 和 Cr 元素合适的成分范围分别于 13%和 22%附近。在此基础上计算了设计成分合金的相组成随温度的变化

规律，结果显示：合金于 1208℃开始从基体β`相中析出γ相，冷却到 974℃时，γ含量达到最高，随后将析出脆性的σ相。

依据此相转变规律建议给出了合金的热处理工艺，1300℃固溶，结合 1000℃时效处理。采用真空感应熔炼制备合金样品，铸

态合金经上述热处理后得到β`+γ的两相组织，合金元素的偏析明显改善，非晶组织基本消除，得到较为理想的热障涂层粘

结层用 Co 基合金靶材。

关键词: CALPHAD 相图计算技术；Co 基粘结层合金；材料设计；热处理

中图法分类号：TG146.1+6

文献标志码：A

1 引言

随着航空、船舶和能源等工业的发展，热障涂层体系的应用将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使用温度提升了 170℃

左右，大大提高了发动机的工作效率
[1]
。热障涂层体系的构成一般包含陶瓷面层和过渡的粘结层。目前面层

材料主要是 6-8% Y2O3稳定的 ZrO2陶瓷材料，具有高熔点、低热导率和相对较高的热膨胀系数等特性，起到

耐高温作用
[2]
；粘结层材料一般为 MCrAlY（M=Co、Ni 或 Co+Ni）合金，其热膨胀系数处于基体叶片材料与

面层材料之间，很好地缓解了基体金属与陶瓷层之间的热不匹配性
[3]
。Co 基粘结层材料相比 Ni 基材料具有

更好的耐腐蚀性能，常被应用于服役环境复杂的燃气轮机热障涂层中[4]。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electron

beam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EB-PVD）方法是制备粘结层的主要技术之一
[5]
，其原材料一般为棒状的

合金靶材。Co 基合金靶材本身具有硬度高、脆性大等特点，导致无法对其进行轧制等加工处理。另外体系

中合金元素种类较多，相组成复杂，合金靶材在热处理过程中，也可能伴随着脆性相的析出，导致靶材在

制备和加工过程中断裂，而且脆性相如σ相的析出，也容易在镀膜过程产生喷溅，造成涂层表面颗粒物多，

影响涂层性能，因此合金靶材的制备一直是该材料推广应用的难点。本文采用相图计算技术 （CALculation

of PHAse Diagram, CALPHAD）优化合金成分和设计热处理工艺，并结合真空感应熔炼，研究了浇铸方式和

热处理工艺对材料组织和相结构的影响，为制备性能优异的 Co 基合金靶材的工艺制定提供参考。

过去 30 年里，计算机技术辅助材料设计已成为高效快速研发新材料的有力手段。CALPHAD 技术就是其

中之一，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成熟的材料设计方法
[6]
，其核心是通过系统拟合已有相平衡及热化学的实验数据，

建立包含体系各相 Gibbs 自由能关于温度函数的热力学数据库，并结合一定的计算方法，通过 Gibbs 自由

能最小原理求解出一定温度和成分下体系达到热力学平衡时的各种热力学性质。这实现了基于少量的实验

结果，预测任意温度下多元体系的等温截面相图、垂直截面相图和相转变规律等，为合金成分的设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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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及热处理工艺的制定等提供理论支持，避免了传统“炒菜式”的试错，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
[7]
。

该方法在钢铁[8]、钛合金[9]、锆合金[10]及镍基合金[11,12]等合金设计和制造上已经得到了大量的成功应用。目

前各国已发展出不同的热力学计算软件，如 Thermo-Calc、Pandat 和 FactSage 等，本工作采用 Thermo-Calc

中的 Poly-3 模块[13]对合金开展热力学计算研究。

2 热力学计算与实验

2.1 合金元素对主要析出相的影响

Co 基粘结层合金的一般成分范围（wt.%）：Co：Bal；Cr：21-27；Al：9-16；Ni：0-2.0；Y：0.5-2.0；

Si：0.2-0.5，其中 Cr 元素起抗腐蚀作用，Al 元素起抗氧化作用，Ni 可以缓和与基体叶片合金的热应力，

Si 可以增加材料的氧化速率[14]。本课题组通过调研、收集、整理并对部分缺失的子体系进行热力学优化[15-20]，

初步建立了包含该体系所有元素的热力学数据库。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合金进行热力学计算研究。

Liang 等人
[21]

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Co 基粘结层成品合金和薄膜中一般主要含β`、γ和σ相，其中富

Al 的β`相决定了涂层的抗氧化性能和寿命，其为 B2 结构，是 BCC 相的有序相；而γ相和σ相的含量影响

着合金靶材的机械加工性能，如γ相为 A1 结构的 FCC 相，是 Co 的高温结构相，它的析出有助于增加材料

的韧性；然而σ相是以 Co，Cr 元素为主的金属间化合物，是一种原子配位数和脆性很高的拓扑密排相，该

相会增加材料的脆性，一般是高温合金的有害相。因此该合金的目标组织一般为主体的β`中析出均匀分布

的γ相，而避免σ相的生成。合金中 Al 和 Cr 元素的含量较多，成分范围也较宽，研究其含量对平衡析出

相含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图 1 为 Al 含量对 Co 基粘结层合金不同温度下平衡析出相含量影响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随着 Al 的增

加，合金中β`相的含量在 800-1200℃温度区间明显提高。Al 含量为 9%时，在 1000℃，基体主要为β`和

γ相，且γ相含量占优，达到 60%；随着温度的降低，合金中开始析出基体相β`相，接着开始大量析出γ

相，随着温度进一步降低，γ成为主相，这一过程伴随着大量相界面的生成，产生相间应力，容易在合金

凝固或者涂层沉积过程中使材料出现裂纹。Al 含量为 13% 时，β`成为基体相，γ为第二相，γ相含量在

974℃时约为 30%，此时两种相的数量匹配较好。图 1（b）显示 Al 含量增加到 16% 后，体系中不再析出γ

相。另外图 1（c）计算结果还表明：σ相析出量随着 Al 的增加而增加，且析出温度也随 Al 含量的增加而

大幅提高，当 Al 含量达到 16%时，σ相析出温度提升到 1050℃，800℃体系达到平衡时，析出量达到 20%，

会对合金机械性能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

图 1 Co-22Cr-xAl-1.5Ni-1.0Y-0.3Si（x=9、13 和 16）合金平衡析出相随温度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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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Variation of equilibrium precipitation phase with temperature in Co-22Cr-xAl-1.5Ni-1.0Y-0.3Si (x=9,

13, 16) alloys: (a) β′ phase, (b) γ phase, and (c) σ phase

为进一步精确设计合金的 Al 含量，并结合粘结层的使用温度和热处理条件
[22]

，又计算了 1000℃时 Al

含量对各平衡析出相的影响。如图 2 所示，可以直观地看出，当 Al 含量为 10.6%时，合金中γ和β`含量相

当，低于这个成分γ相将成为主体相；Al 含量升高到 13.4%时，β`的含量达到 73%，γ的析出量为 24%，

两相含量比接近 3:1，具有较好的匹配度，但随着 Al 含量的进一步提高，脆性σ相开始从合金中析出，而

这样的涂层在长时间的工作中，会发生相变，造成组织应力的产生。

图 2 1000℃时，各平衡析出相含量随 Al 含量的变化关系

Fig.2 Variation of equilibrium precipitation phase fraction with Al content at 1000℃

综上所述，Al 含量较低时（约 11%以下）体系在 1000-1300℃伴随着大量的β`转变为γ的相变过程，

γ相析出量相对占优，为主体相；Al 含量为 13%时，体系在 1000℃能够保证β`和γ的两相有较好的匹配度，

且不会析出σ相；而 Al 含量增高到成分上限（16%）后，γ相的析出受到抑制，而脆性的σ相析出量和析

出温度却大幅增加。综合考虑，合金中 Al 含量应在 13%左右比较合适。

Cr 含量对合金不同温度下平衡析出相影响如图 3 所示，与 Al 的影响相似的是，Cr 含量的增加同样会

增加β`相的含量和稳定性；γ相的含量随 Cr 含量的增加而减少，且析出温度也呈递减趋势；Cr 含量的增

加也会造成σ相析出量和析出温度的增加，且影响程度比 Al 元素显著；Cr 含量为 21% 时，合金的基体相

为β`，γ的析出量最高可以达到 32%，析出温度在 1230℃，而且σ的析出量可以控制在 11%左右，析出温

度为 943℃；Cr 含量提高到 24%时，体系中的γ最大析出量为 18%，σ的最高含量却增加到 23%，析出温度

则升高到 1040℃；当 Cr 含量增加到 27%时，γ相的析出含量已不足 1%，σ相的含量却达到 30%以上，σ的

析出温度也会增 1080℃。

图 3 Co-xCr-13Al-1.5Ni-1.0Y-0.3Si (x=21, 23 和 27)合金平衡析出相随温度的变化关系

Fig.3 Variation of equilibrium precipitation phase with temperature in Co-xCr-13Al-1.5Ni-1.0Y-0.3Si (x=21, 23,

27) alloys: (a) β′ phase, (b) γ phase, and (c) σ phase

同样地，为精确 Cr 的添加含量，计算了 1000℃时，合金中 Cr 含量对各析出相含量的影响。如图 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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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可以直接看出，当 Cr 含量小于 22.4%时，合金中不会析出σ，并且可以保证γ的析出量在 28%，而且

β`和γ析出量基本保持不变。但当 Cr 含量超过 22.4%时，γ的析出量开始显著下降，σ开始析出，并一直

保持增长。

图 4 1000℃时，合金各平衡析出相含量随 Cr 含量的变化关系

Fig.4 Variation of equilibrium precipitation phase fraction with Cr content at 1000℃

结合图 3 和图 4 的计算结果，Cr 处于成分下限时（21%），材料中的γ相析出量稍高，β`和γ的相含量

之比未达到最佳（3:1），σ的析出含量不足 10%；但当 Cr 含量仅提高到 24%时，相比低 Cr 时，σ的析出量

和析出温度分别增加了 12%和 97℃；而处于成分上限时σ的析出含量更是达到了 33%，Cr 含量的微小变化，

对σ相析出量影响较大。因此在成分设计时，建议将 Cr 含量规定为 22%左右。

虽然前人在大量实验工作的基础上给出了该合金较为适合的成分范围，但通过以上计算表明，在该成

分范围内，Al 含量的变化能够显著影响合金中β`和γ的析出量和稳定性，Cr 含量的微小变化能够显著影

响脆性σ相的析出量。将 Al 和 Cr 含量分别控制在 13%和 22%左右，能够保证体系在不析出σ的前提下，β

`和γ析出量的比例合适，从而提高材料的使用性能。

2. 2 相转变规律

通过前面的计算及分析，确定了 Co 基粘结层合金中的 Al 和 Cr 的合适含量分别为 13%和 22%，本工作

将合金的成分设计为 Co-22Cr-13Al-1.5Ni-0.8Y-0.3Si。计算了该设计成分下合金的相转变规律，如图 5 所

示，该图反映了合金平衡析出相的种类、相含量随温度的变化关系。可以看出，体系包含有液相（liquid）、

β`、γ、σ和 M5Y。其中 M5Y 为 Co 或 Ni 与 Y 的金属间化合物，Nijdam 和 Sloof
[23]

的实验研究中同样也发现

了该化合物析出相；计算结果显示硅没有参与形成有序的硅化物，始终以合金元素的形式存在于固溶体相

中，这一点与任先京等人
[24]

的实验结果一致。相组成随温度的转变规律表明随着温度的降低，1466℃时，

β`开始从液相中析出，1350℃时，M5Y 开始中析出，1346℃时β`的析出量达到最大，此时合金完全凝固，

并随着温度的降低β`相含量保持不变，当温度降到 1208℃，γ开始从β`中析出，伴随温度的降低其析出

量不断增加。当温度进一步降低到 974℃后，γ和β`的含量将不断减少，是因为脆性的σ相开始析出，并

随温度的降低析出量不断增多，800℃时，平衡析出量达到 18%左右。因此为获得目标组织为β`+γ，且相

含量匹配较好的合金，确立如下热处理工艺，首先在 1300℃做固溶处理，不考虑 M5Y 相，此时体系处于β`

的单相区，长时间热处理可使组织和元素均匀分布，然后 1000℃进行时效处理，保证γ相的充分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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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o-22Cr-13Al-1.5Ni-0.8Y-0.3Si 合金的相转变规律

Fig.5 Phase transformation law of Co-22Cr-13Al-1.5Ni- 0.8Y-0.3Si

2. 3 实验

实验原料采用纯度分别为 Co：99.9%、Cr：99%、Al：99%、Ni：99.9%和 Si：99.999%，为防止 Y 元素

烧损，Y 以 Co-Y 中间合金的形式加入。采用真空感应炉熔炼，浇注规格为Φ80 mm×280 mm 的合金铸锭。

前人的制备实验表明：在浇铸过程中，大尺寸 Co 基合金极易产生裂纹[25]，本研究设计了两种浇铸方式进行

对比制备实验：1#样品采用炉内空冷的方式得到；而 2#样品，先对浇铸模具进行预加热，然后进行浇铸，

仍采用炉内空冷。用线切割分别取下 10 mm×10 mm×5 mm 的小块，用于制作分析样品。

依据上述相转变规律计算结果，为防止脆性σ相的析出以及考察固溶处理对热处理后合金组织的影响，

对 1#样品采用三种热处理方案进行实验，将试样封装在真空度为 10
-5
Pa 的石英管中，方案一为 1000℃下进

行时效处理 4h；方案二为 1300℃下固溶处理 1 h，1000℃下时效处理 6h；方案三为 1300℃下固溶处理 6h，

不再作时效处理。分别采用 XRD（X-ray Diffraction）、SEM（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TEM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和 ICP-MS（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spectrometry）技

术对样品的物相、微观组织，微观结构和成分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另外，为了验证热力学计算的相转变规

律的可靠性，对经方案三热处理的样品还进行了 DSC（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er）检测。

3 结果与讨论

3. 1 浇铸方式的影响

表 1 给出了铸态合金的 ICP-MS 成分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真空感应熔炼制备的合金靶材成分与设计的目

标成分接近，而且铸锭的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成分吻合，说明合金在凝固过程中各元素没有明显的宏观偏

析。图 6 为两种浇铸方式下铸态合金的 XRD 图谱。结果显示两个样品主要都为β`相和γ相，并在低角度出

现了非晶的衍射峰，2#样品的非晶衍射峰的强度较低，表明对铸模经预热处理后得到的样品结晶度更高。

两个样品γ相的衍射峰相比标准图谱都有一定的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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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oCrAlNiYSi 粘结层合金的化学成分 （wt.%）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oCrAlNiYSi bond-coat alloy (ω/%)

合金 Co Cr Al Ni Y Si

目标成分 Bal 22 13 1.5 0.8 0.3

1# -上部 Bal 22.22 13.62 1.58 0.94 0.30

1# -下部 Bal 22.42 13.63 1.60 0.96 0.28

2# -上部 Bal 21.96 13.24 1.52 1.04 0.22

2# 下部 Bal 22.02 13.38 1.54 1.10 0.22

图 6 铸态合金的 XRD 图谱

Fig.6 XRD patterns of as-cast alloys

图 7 为合金样品微区的背散射电子照片，从图 7（a）中可以看出 1#样品合金中两种组织分布散乱且不

规则，而这种分布状态容易造成组织间产生应力集中，导致该浇铸方式制备的靶材产生非常严重的开裂现

象。图 7（b）显示 2#样品的基体组织粗大，分布均匀规律，可见对模具进行预热处理可以减缓铸锭的凝固

速度，缓解凝固过程中的应力集中，使得开裂现象得到显著改善。但通过观察两种合金的组织，还可以发

现在基体组织中有块状的深色区域，表明合金元素在凝固过程中，由于溶质原子在固相中扩散速度不同，

导致偏析产生，而这样的靶材也定会造成涂层的成分不均匀，所以必须对靶材合金进行热处理。

图 7 不同浇铸方式下铸态合金的微观组织

Fig.7 Microstructures of as-cast alloy with different cooling rates: (a) 1# and (b) 2#

3.2 热处理的影响

为进一步确定合金的相转变规律，对 1300℃固溶处理后的合金试样进行了 DSC 差示扫描量热测试，采

用的实验条件为升温速率：10℃•min-1，氩气气氛，流速：50mL•min-1。结果如图 8 所示，可见 DSC 曲线在

800-1500℃之间有 3 个明显的吸热峰，对应的峰值温度分别为 1020℃、1348℃和 1400 ℃。由前述热力学

计算结果可知，经 1300 ℃固溶处理后，样品中应主要为基体β`相（后文 XRD 检测结果也验证），峰 1对应

的温度区间为 855-1147℃，该温度区间内应有γ相析出，析出量较大，有较为明显的吸热效应；峰 2 的温

度范围为 1332-1354℃，并且峰的面积非常小，热转变效应不大，而由计算可知 M5Y 化合物析出温度较高为

a

100 μm100 μ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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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在峰 2 温度附近，其析出量也很少，达到平衡时的最大析出仅为 2.3 mol%左右，峰 2 符合 M5Y 化

合物析出特性。峰 3的温度范围 1354-1458℃，而计算的合金初熔温度和终熔温度分别为 1345℃和 1466℃，

因此峰 3 是合金熔融相变峰
[26,27]

。综上可知，热力学计算结果能够合理地解释实测 DSC 曲线热效应变化规律，

这验证了热力学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图 8 热处理态 Co-22Cr-13Al-1.5Ni-0.8Y-0.3Si 合金的 DSC 曲线

Fig.8 DSC curve of Co-22Cr-13Al-1.5Ni-0.8Y-0.3Si after heat treatment

图 9 为 1#铸态合金经三种不同热处理工艺后合金的 XRD 图谱，相比铸态，经热处理后样品中非晶衍射

峰都基本消失，经 1000℃时效处理（方案一和二）后的合金中又析出了新的γ峰，该新相峰对比标准图谱

没有发生漂移。浇铸时形成的初生γ相依然存在于合金中，只经过 1000℃时效处理（方案一）后的样品，

初生γ相的峰强基本没有变化，而经历过 1300℃固溶处理（方案二和三）后的样品，初生γ相的峰强明显

减弱，方案三的初生γ相衍射峰基本消失。热处理后的材料均没有脆性σ相析出。

图 9 退火后合金的 XRD 图谱

Fig.9 XRD patterns of alloys after annealing

图 10 为热处理后样品的背散射电子照片，和图 7（a）原始铸态组织相比较，可以看出经过方案一热处

理之后，合金中枝晶状组织的含量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但可见细小的次生相从基体中析出；由于时效时

间比方案一长，方案二中次生相尺寸相对较大，而采用方案三处理后的合金没有次生相析出。经方案二和

方案三的固溶处理之后，合金中的枝晶状组织明显减少。也可以看出三种方案的热处理，使合金的偏析现

象基本消除。

b

100μm100μmm

ca

100μm

10μm 10μm 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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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热处理后合金的微观组织

Fig.10 Microstructures of alloys after annealing: (a) scheme 1, (b) scheme 2, and (c) scheme 3

为进一步确定热处理后的合金中次生相的结构，采用 TEM 中的 SAED（Selected Area Electron

Diffraction）模式对方案二制备的合金进行了表征，结果如图 11 所示。可以看出次生相的相结构为γ相，

与 XRD 的结果一致；其形貌基本为 1μm 左右的小颗粒，并且均匀地分布在基体中，这种形貌能够增加合金

的韧性，使合金的加工性能得以改善。

图 11 热处理后合金第二相的显微形貌和选区电子衍射图片

Fig.11 Microscopic morphology (a) and SAED pattern (b) of secondary phase for the alloy after heat treatment

经上述 1300℃固溶处理+1000℃时效处理工艺制备的合金，经系列机械加工后，靶材表面光亮平整，没

有明显的宏观缺陷。以该靶材为原料经镀膜实验制得涂层表面平整，颗粒物少，结构致密，与基体合金结

合牢固，详尽情况见后续的研究报道。

4. 结论

本文以 CALPHAD 材料设计方法为辅助手段，结合实验研究，确定了制备较为理想的 Co 基粘结层合金靶

材的工艺制度。具体结论如下：

1)基于课题组建立的较为完善的 Co 基粘结层合金热力学数据库，计算了常规 Co 基粘结层合金成分范

围内主体合金元素 Al，Cr 对平衡析出相的影响，结果表明：Al 的增加是提高β`稳定性，同时降低γ 的析

出量和缩小析出温度区间的主要因素；Cr 的增加是造成合金中脆性σ析出量增多和析出温度陡增的主要原

因。由此将 Al 和 Cr 的成分范围分进一步确定为 13%和 22%左右。

2)Co-22Cr-13Al-1.5Ni-0.8Y-0.3Si 合金的相组成为β`、γ、σ、和 M5Y，在 974℃时，β`和γ析出

量之比约为 3:1，低于 974℃时，σ开始析出，由此确立的参考热处理工艺为 1300℃固溶处理+1000℃时效

处理。

3)铸态合金的主要包含β`、γ和一定量的非晶结构；相比直接空冷的浇铸方式制备的合金，对模具预

热处理+空冷凝固可以使铸态合金的微观组织比较均匀，结晶度较好，铸件的开裂现象得到改善。

4)热处理有利于消除铸态合金的元素偏析现象， 1300℃固溶处理能够消除枝晶组织，1000℃时效处理

后，小块状γ相从基体中均匀析出；联合两种热处理方式制备的合金靶材性能较好。

1 μ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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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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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0) (2 0 0)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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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TA 滴定法测定高铋铅中铋

蒯丽君

(北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2628)

摘 要：高铋铅中含有锑、锡、碲、银等干扰元素。按照常规溶解粗铅的方法，锑或锡在硝酸介质下易发生水解，生成不溶

物，影响铋的测定；按照常规 EDTA 滴定铋含量的方法，高铋铅中碲或银的存在可使试液变黑而影响滴定颜色的观察，锡的存

在会出现试液出现亮黄色后颜色返红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铋含量的测定。试验使用硝酸-酒石酸的溶解高铋铅试样，探讨了抗

坏血酸加入量和加入顺序，考察了杂质元素锡、银和其他共存元素对铋测定的影响。结果表明，称取 5.0000 g 高铋铅试样采

用 40 mL 酒石酸（100 g/L）-80 mL 硝酸（1+1）溶解；抗坏血酸加入量是 0.2 g，加入顺序是调节 pH 值之后；锡量小于 0.4

mg 时，对铋的测定无影响；锡量大于 0.4 mg 时，分取试液后采取添加氢溴酸低温除锡的方法，消除锡对铋的影响；该实验

条件下，银不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其他共存元素对铋的测定基本没有影响。实验方法用于测定 5 个高铋铅试样中铋，结果

的相对标准偏差（RSD, n=5）为 0.038 %~1.3 %。按照实验方法溶解其中 1个高铋铅试样，分别采用实验方法和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测定铋含量，结果相吻合。按照实验方法对 3个高铋铅试样进行加标回收试验，回收率为

99.8 %~101 %。

关键词：高铋铅；铋；EDTA 滴定法

中图分类号：O657.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571(2020)01-0063-07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in Bismuth-rich Lead by EDTA

Titrimetric Method

KUAI Li-jun
(BGRIMM MTC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2628, China)

Abstract；Bismuth-rich lead contains antimony, tin, tellurium, silver and other interfering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of dissolving crude lead, antimony or tin is easily hydrolyzed in nitric acid medium

to form insoluble substance, which affects the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al EDTA

titration method for bismuth content, the presence of tellurium or silver in bismuth-rich lead can make the test

solution black and affect the observation of titration color. The presence of tin can cause the test solution

to appear bright yellow and the color of the test solution to turn red,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content. Sample dissolution of nitric acid and tartaric acid was used in this paper. The addition amount

and sequence of ascorbic acid were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impurity elements tin, silver and other coexisting

element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mple of 5.00 g bismuth-rich

lead was dissolved by 40mL tartaric acid (100g/L) - 80 mL nitric acid (1+1), ascorbic acid content was 0.2g, adding

order was after adjusting the pH value. When the tin content is less than 0.4 mg, it has no effec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when the tin content is more than 0.4 mg, the method of removing tin by adding hydrobromic acid at

low temperature is adopted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in on bismuth, under this experimental condition, silver

will not undergo redox reaction, other coexisting element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was appli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in five bismuth-rich lead samples.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n=5) of the results was 0.038%~1.3%. One of the bismuth-rich lead samples was dissolve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The content of bismuth was determined by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the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ry (ICP-AES). The results were in good agreement. Three

bismuth-rich lead samples were recovered by adding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The recoveries

were 99.8%~101%.

Key words：Bismuth-rich lead; bismuth; EDTA titrimetr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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铋是地壳中稀有元素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铋作为一种战略物资贮备，使用范围迅速扩展；由于

铋位于金属和非金属的交界处，具有熔点低、密度大的特殊性质，而且毒性比同族元素砷、锑都要低，因

此被称为绿色金属
[1]
。铋实用性越来越广泛

[2]
，而铋的生产与消费也推动了铋冶金技术的发展

[3]
。

高铋铅（又名“铅铋合金”）是铅精矿、银精矿、含铋二次杂料
[4]
等通过配矿，经火法冶炼得到的中间

产品。目前，高铋铅既可以作为中间产品
[5]
直接交易，又可以通过电解的方式进一步生产得到主产品电铅及

副产品阳极泥等
[6]
。各冶炼厂由于原料来源和成份差异、冶炼前的处理作业和处理工艺流程的不同，生产的

高铋铅中各元素的成分比例波动较大。因此，快速、准确地测定高铋铅中计价元素铋的含量，显得尤其重

要。

目前铋的测定方法主要有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原子荧光光谱法、

极谱法、分光光度法和 EDTA 滴定法等。高铋铅中铋和铅的含量范围（质量分数，下同）分别是 10 % ~ 50 %

和 50 % ~ 95 %，同时含有少量砷、锑、铜、锡、铁、锌、金、银、碲等杂质元素。粗铅中铋含量测定的有

色行业标准方法 YS/T 248.9—2007（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范围为 0.05 % ~ 4.0 %，远远不能满足

高铋铅中铋含量的测定要求。关于铋的 EDTA 滴定法已经形成标准方法的有：铋精矿
[7]
、铋矿石

[8]
、铜阳极

泥
[9]
、铅阳极泥

[10]
和锡阳极泥

[11]
。刘君侠等

[12]
称取 3 g 试样使用 HNO3（1+2）溶解，采用 EDTA 滴定法连续测

定了铅铋合金中铅和铋。徐晓凤等
[13]

称取大于 1 g 试样使用王水溶样，定容后分取测定铅铋合金中的铋。

而已有的标准方法
[7-11]

并不适用于高铋铅合金的铋。刘君侠等
[12]

未考察碲量大于 1.5 mg 时或有干扰元素锡

时是否对铋的测定有影响。而使用王水溶解高铋铅样品，铋的测定值有偏低的现象。

本文在前人工作
[7-13]

的基础上，针对高铋铅试样中含有易水解的锑、锡和影响滴定反应的碲、锡、铜、

铁等问题，在试样前处理过程中添加络合剂保证试液的稳定性，通过优化滴定条件，克服铁和碲对铋测定

的影响，并消除锡对铋的影响。方法用于测定高铋铅中铋，结果从重现性好。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试剂

抗坏血酸（固体）；硝酸（ρ≈1.42 g/mL）；高氯酸（ρ≈1.67 g/mL）；氢溴酸（ρ≈ 1.49 g/mL）；

硝酸（1+1）；硝酸（5+95）；酒石酸溶液：100 g/L；硫脲饱和溶液；乙酸钠饱和溶液；二甲酚橙溶液：2

g/L。

铋标准溶液（2 mg/mL）：准确称取 2.0000 g 金属铋（wBi≥99.99 %），置于 250 mL 烧杯，加入 40 mL

硝酸（1+1），盖上表面皿，低温加热至溶解完全，煮沸除去氮的氧化物，取下，冷却，用硝酸（1+1）吹

洗表面皿及杯壁，移入 1000 mL 容量瓶中，补加 160 mL 硝酸（1+1），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锡标准溶液（1 mg/mL）：准确称取 0.1000 g 金属锡（wSn≥99.99 %），置于 200 mL 烧杯，加入 10 mL

硫酸（ρ≈1.84 g/mL），盖上表面皿，加热至溶解完全，取下，冷却，用水小心地吹洗表面皿及杯壁，移

入 100 mL 容量瓶中，冷却至室温后，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EDTA 标准滴定溶液（约为 0.010 mol/L）：准确称取 3.80 g Na2EDTA 于 500 mL 烧杯中，加 100 mL 热

水溶解，冷却，移入 1 000 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放置 3 d，标定。

EDTA 标准滴定溶液的标定：移取 4份 20.00 mL 铋标准溶液于一组 400 mL 烧杯中，加水至 100 mL，加

入 10 mL 酒石酸溶液、5 mL 硫脲饱和溶液，摇匀，用 EDTA 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黄色变浅，乙酸钠饱和溶液

和硝酸（1+1）调节 pH= 1.5~1.7，加入 0.2 g 抗坏血酸、3 滴二甲酚橙溶液，继续滴定至红色变为亮黄色

即为终点。随同标定做空白试验。按式（1）计算 EDTA 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

  98.20802

10





VV

Vc 
………………………………………………（1）

式中：c——EDTA 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mol/L；ρ0——铋标准溶液的浓度，mg/mL；V1——移取

铋标准溶液的体积，mL；V2——标定时消耗 EDTA 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V0——标定时滴定空白溶液消

耗 EDTA 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208.98 ——铋的摩尔质量，g/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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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标定 4 份，保留 4 位有效数字，其极差值不大于 6×10
—5

mol/L 时，取其平均值，否则重新标定。

1.2 试样制备

将试样加工至 4 mm 以下，用磁铁除去加工时带入的铁屑，然后过 0.425 mm 筛，筛上、筛下分别称量

后，备用。

1.3 实验方法

用四分法按筛上、筛下质量比称取 5.0 g 试样（精确至 0.0001 g）置于 400 mL 烧杯中，加 40 mL 酒石

酸溶液，80 mL 硝酸（1+1），盖上表面皿，低温加热至试样完全溶解，煮沸赶尽氮的氧化物，取下冷却至

室温，用硝酸（5+95）吹洗表面皿及杯壁，将溶液移入 500 mL 容量瓶中，用硝酸（5+95）稀释至刻度，摇

匀。

准确移取 20.00 mL 溶液至 400 mL 烧杯中，按照锡含量（锡含量的测定方法：上述试液直接测定或稀

释一定倍数后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的高低分别进行下列操作。

（1）锡质量分数不大于 0.20 % 的样品：加水至 150 mL，加入 5 mL 硫脲饱和溶液，摇匀。用 EDTA 标

准滴定溶液滴定至黄色变浅，用乙酸钠饱和溶液和硝酸（1+1）调节 pH =1.5~ 1.7，加入 0.2 g 抗坏血酸、

3 滴二甲酚橙溶液，继续滴定至红色变为亮黄色即为终点（当碲量大于 1 mg 时，滴定至红色消失即为终点）。

（2）锡质量分数大于 0.20 %的样品：加入 5 mL 高氯酸，加热至冒高氯酸烟，取下稍冷，沿杯壁加入

3 mL 氢溴酸，于低温加热至溶液清亮。提高温度继续加热至近干，取下冷却。加入 2 mL 酒石酸溶液、5 mL

硝酸，用水吹洗杯壁，加热溶解盐类，取下冷却。加水至 150 mL，加入 5 mL 硫脲饱和溶液，摇匀。以下操

作步骤同（1）。

铋含量以铋的质量分数 wBi计，按式（2）计算：

%
Vm

10V)V(Vc

6

3
543 10098.208w Bi 







………………………………（2）

式中：c ——EDTA 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mol/L；V3 ——测定时试液消耗的 EDTA 标准滴定溶液的

体积，mL；V4——测定时空白试料溶液消耗 EDTA 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V5 ——试液的定容体积，mL；

V6 ——试液的分取体积，mL；m ——试料的质量，g；208.98——铋的摩尔质量，g/mol。

计算结果表示至小数点后两位。

2 结果及讨论

2.1 溶样方法

高铋铅主要是铅阳极泥
[14]

、含铋二次杂料
[15]

等火法冶炼的中间产物，通常采用稀酸进行溶解。当有一

定量的锡、锑时，试液中会产生白色的不溶物，对铋含量的测定有一定影响。酒石酸具有强大的螯合作用，

能够与金属离子络合生成可溶性盐。通过添加酒石酸可以改变溶液的这种状况。分别采用 80 mL 硝酸（1+1）

（简称为“方法 1”）和 40 mL 酒石酸（100 g/L）-80 mL 硝酸（1+1）（简称为“方法 2”）两种溶样方法，

对高铋铅试样 Bi 2 和 Bi 5 进行处理，试验现象见表 1。

表 1 高铋铅的溶样方式

Table 1 Dissolution effect for bismuth-riched lead sample

Bi 2 Bi 5

方法 1 Method 1 方法 2 Method 2 方法 1 Method 1 方法 2 Method 2

溶液澄清，但放置一段时间

后底部出现少量不溶物。

溶液澄清，放置一段时间，溶

液依然澄清，且无不溶物。

溶液略混浊，但放置一段时

间后底部出现少量不溶物。

溶液澄清，放置一段时间，溶

液依然澄清，且无不溶物。

由表 1 可以得到，试样采用两种的溶样方法分解试样效果一致，但方法 2 能够保持试液的稳定性。因

此本法采用方法 2 即 40 mL 酒石酸（100 g/L）-80 mL 硝酸（1+1）溶解样品。

2.2 抗坏血酸加入量与加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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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 值为 1.5~2.0 的微酸性条件下，EDTA 与铁（III）的络合常数是 25.1，而抗坏血酸能够将铁（III）

还原为铁（II），避免铁（III）与 EDTA 的络合，从而消除铁对铋测定的影响。

移取 20.00 mg 铋标准溶液，加入 0.30 mg 铁（按样品中含铁量 0.15%计），选择在调节 pH 前和调节

pH 后加入不同量的抗坏血酸，考察抗坏血酸对铁的掩蔽效果，结果见表 2。

表 2 抗坏血酸的加入量和加入顺序对铁的掩蔽作用

Table 2 Masking effect of ascorbic acid addition amount and order on iron

试验条件

Test

conditions

抗坏血酸加入量

Content of

ascorbic acid/g

抗坏血酸加入顺序

Addition order of

ascorbic acid

试验现象

Experimental phenomena

铋测定值

Found of Bi

/mg

回收率

Recovery/

％

20.00 mg Bi

+0.30 mg Fe

0 终点不敏锐 20.21 101.1

0.1

调节 pH 值前加入
终点敏锐，颜色由红色突变

为亮黄色

20.02 100.1

0.2 19.97 99.85

0.3 19.94 99.70

0.4 19.97 99.85

0.5 20.00 100.00

0.1

调节 pH 值后加入
终点敏锐，颜色由红色突变

为亮黄色

19.94 99.70

0.2 19.98 99.90

0.3 19.94 99.70

0.4 20.04 100.2

0.5 20.02 100.1

结果表明，在调节 pH 值前后加入 0.1~0.5 g 的抗坏血酸，均可消除 0.30 mg 铁对铋测定的干扰。根据

YS/T 240.1—2007[7]，如果在调节 pH 前加入抗坏血酸，当试样溶液中存在大于 1 mg 的碲时，会被抗坏血酸

还原成黑色，从而影响滴定终点的判定。所以本文选择在调节 pH 值之后加入抗坏血酸。同时考察了大于 1 mg

的碲存在时，抗坏血酸加入量对铋测定的影响。

移取 20.00 mg 铋标准溶液，加入 2.5 mg 的碲（按样品中含碲量 1.25 %计），在调节 pH 后加入不同

量的抗坏血酸，并立即进行滴定，结果见表 3。

表 3 2.5 mg 碲存在时抗坏血酸的加入量对铋测定结果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ascorbic acid additio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in the presence of 2.5 mg tellurium

试验条件

Test

conditions

抗坏血酸加入量

Content of

ascorbic acid/g

抗坏血酸加入顺序

Addition order of

ascorbic acid

试验现象

Experimental phenomena

铋测定值

Found of

Bi/mg

回收率

Recovery/%

20.00 mg Bi

+2.5 mg Te

0.1

调节 pH 值后加入

终点敏锐 19.94 99.70

0.2 终点敏锐 19.94 99.70

0.3 终点较敏锐，溶液颜色略暗 20.02 100.1

0.4 终点不太敏锐，溶液颜色为暗黑色 -- --

结果表明，溶液中碲含量为 2.5 mg 时，在调节 pH 值后加入 0.1~0.3 g 的抗坏血酸，可以实现铋的准

确测定。综上，本法选择在调节 pH 值后加入 0.2 g 抗坏血酸来掩蔽铁的干扰。

2.3 锡对铋的干扰试验

文献[16]提到，在 EDTA 滴定铋的最佳 pH 值条件下，锡（IV）会形成偏锡酸白色沉淀，干扰铋的滴定

终点。而锡（II）与 EDTA 的络合常数是 22.1。考察不同含量的锡对铋测定的影响，实验步骤：移取 8 份

20.00 mg 铋标准溶液，置于 400 mL 烧杯，按表 4分别加入不同量的锡标准溶液，按实验方法测定铋含量，

滴定终点以第一次出现亮黄色计，结果见表 4。

530530



表 4 锡对铋含量测定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Ti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Content

锡量

Mass of Sn/mg

铋测定值

Found of Bi /mg

0.10 20.00

0.20 20.00

0.30 20.00

0.40 19.98

0.50 19.70

1.0 19.17

2.0 17.79

4.0 16.35

结果表明，锡量大于 0.40 mg 时，对铋的测定有影响。即样品中锡质量分数大于 0.2%，对铋的测定有

干扰。

本法采用氢溴酸-高氯酸驱赶锡，以消除锡对铋测定的干扰。试验考察了锡干扰的消除效果：移取不同

体积的锡标准溶液于 400 mL 烧杯中，放置高温电炉上加热驱尽硫酸烟，取下冷至室温。准确加入 20.00 mg

铋标准溶液，加入 5 mL 高氯酸，加热至冒高氯酸烟，取下稍冷，沿杯壁加入 3 mL 氢溴酸，于低温加热至

溶液清亮。提高温度继续加热至近干，取下冷却。以下同 1.4 实验方法中（2），结果见表 5。表 5结果表

明，按照上述方法操作，能够消除 0.40～4.0 mg 锡对铋测定的影响。

表 5 锡干扰的消除试验

Table 5 Elimination test of tin interference

锡量 Mass of Sn/mg 测得铋量 Found of Bi/mg

0.40 19.98

0.50 20.01

1.0 20.05

2.0 20.00

4.0 20.01

2. 4 银的干扰试验

由于高铋铅中有较高含量的银，为考察铋的滴定过程中银是否能够被抗坏血酸还原成黑色银单质，设

计如下实验内容：移取 20.00 mg 铋标准溶液于 400 mL 烧杯，加入 5.00 mg 银标准溶液。在测定铋的 pH 条

件下，按照表 6 加入抗坏血酸的量与加入抗坏血酸后试液的放置时间，其余步骤按实验方法测定铋含量，

结果见表 6。

表 6 银与抗坏血酸的试验

Table 6 Test of Silver and ascorbic Acid

试验条件

Test

conditions

滴定条件

Titration conditions

抗坏血酸的量

Ascorbic acid

content/g

放置时间

Placement

time/min

试验现象

Experimental phenomena

Bi 20.00 mg

+Ag 5.00 mg

pH=1.5~2.0

0.2 10

无发黑现象

0.2 30

0.2 60

1.0 60

表 6 结果表明，在 pH 值为 1.5~2.0 时，高含量的银（相当于样品中 2.5%银）与抗坏血酸不发生氧化还

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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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共存元素干扰

高铋铅的主要化学成分是铅和铋，还有少量的砷、锑、铜、锡、铁、锌、金、银等。

2.5.1 共存单元素对铋测定的影响

高铋铅样品中各元素含量上限（质量分数）分别是：95 %铅、50 %铋、0.0050 %金、2.5 %银、8 %锑、

5 %铜，2 %锡，参考粗铅中或有 0.15 %铁、4 %砷、0.15 %锌，拟定共存元素种类与上限对铋测定的影响。

分别移取 9 份 20.00 mg 和 100.00 mg 铋标准溶液，均置于 400 mL 烧杯，按表 7 分别加入不同种类不

同量的单元素（相当于实际样品中的各元素含量上限），按 1.4 实验方法测定铋含量，结果见表 7。

表 7 共存单元素对铋测定的影响

Table 7 Effect of Single condominium elemen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共存元素加入量

Addition of coexisting

elements/mg

标准加入 20.00 mg 铋的测定量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by

Standard Addition of 20.00 mg

Bi/mg

标准加入 100.00 mg 铋的测定量

Determination of Bismuth by Standard

Addition of 100.00 mg Bi/mg

Pb 190.0 20.00 100.02

Cu 10.0 20.01 99.99

Zn 0.30 19.97 99.97

Fe 0.30 19.99 100.01

Sb 16.00 19.98 99.95

As 8.00 20.00 99.93

Ag 5 20.00 99.99

Au 0.010 20.00 99.89

Te 2.5 19.97 99.92

结果表明，95 %铅、5 %铜、0.15 %锌 0.15 %铁、8 %锑、4 %砷、2.5 %银、1.25 %碲、和 0.0050 %金，

对 20 mg 和 100 mg 铋的测定基本无影响。

2.5.2 混合共存元素对铋测定的影响

按实验方法，进行了混合共存元素对 20.00 mg 和 100.00 mg 铋的测定影响，结果见表 8。

表 8 混合共存元素干扰试验

Table 8 Mixed coexistence element interference test

项目

Item
20.00 mg Bi 100.00 mg Bi

混合共存元素加入量/mg
Pb240、Cu15、Sb20、Zn0.376、Fe0.376、

As10、Ag6.25、Au0.0125、Te6.58

Pb240、Cu15、Sb20、Zn0.376、Fe0.376、

As10、Ag6.25、Au0.0125、Te6.58

铋测定值/mg 20.06 99.94

回收率/% 100.30 99.94

结果表明，各共存元素在选定试验条件下对铋的测定基本没有影响。

2.6 精密度试验

按照实验方法测定 5 个高铋铅试样中铋含量，进行精密度试验，结果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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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精密度试验结果

Table 9 Results of precision test

样品编号

Sample No.

测定值

Found of Bi w/%

平均值

Average w/%

标准偏差

SD w/%

相对标准偏差

RSD/%

Bi 1 10.87, 10.79, 11.11, 11.11, 10.97 10.97 0.14 1.3

Bi 2 19.45, 19.47, 19.30, 19.52,19.53 19.45 0.092 0.47

Bi 3 29.87, 29.97, 30.05, 30.06, 29.92 29.97 0.082 0.27

Bi 6 34.34, 34.34, 34.40, 34.40, 34.43 34.38 0.040 0.12

Bi 7 49.40, 49.44, 49.41, 49.40, 49.39 49.41 0.019 0.038

2.7 正确度试验

选取一个高铋铅试样 Bi 1，按照实验方法中的溶样方法进行操作，用硝酸（5+95）定容至 500 mL 容

量瓶。试液分别使用本法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测定铋含量，结果表 10。

表 10 比对试验结果

Table 10 Comparison of test results w/%

样品编号

Sample No.

本法测定值

Found by

proposed method

ICP-AES 测定值

Found by

ICP-AES method

Bi 1 10.97 10.79

Bi 1 10.79 10.83

2.8 加标回收试验

称取 Bi 2 试样，加入不同量的铋标准溶液，按照实验方法进行加标回收试验，结果见表 11。

表 11 加标回收试验结果

Table 11 Result of recovery test

样品编号

Sample No.

试样质量

Mass of sample/g

铋测定值

Found of Bi/mg

加入量

Added of Bi/mg

测定总量

Found of Bi/mg

回收率

Recovery/%

Bi 1
5.0000 548.5 500 1051.3 101

5.0000 548.5 1000 1546.6 99.8

Bi 2
5.0000 972.5 500 1473.4 100

5.0000 972.5 1000 1972.4 100

Bi 3
5.0000 1498.5 750 2249.4 100

5.0000 1498.5 1000 2497.6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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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高温合金 GH4169 中痕量碲

武小凤
（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北京 100192）

摘 要：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ICP-MS)测定高温合金 GH4169 中痕量碲，对 GH4169 中主要成分 Ni、Fe、Cr 进行了基体

效应研究，考察了其他共存元素 Mo、Nb 对 Te 的质谱干扰情况，通过选择适宜的 Te 的同位素以及选用干扰元素校正方程克服

了质谱干扰，对标准加入法和基体匹配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采用基体他匹配法结合干扰校正方程，GH4169 四个标准物质

测定值均与认定值吻合较好，测得结果相对标准偏差(RSD，n=5)均小于 6%，方法检出限为 0.3188μg/g，样品加标回收率为

81.2%~90.7%。该方法操作简单，准确度较好，可用于高温合金 GH4169 中痕量 Te 的测定。

关键词：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GH4169；碲；基体效应；质谱干扰

中图分类号：0657.6

文献标志码：A

GH4169 是一种沉淀强化镍基高温合金，具有良好的抗疲劳、抗辐射等良好性能，合金组织对热加工工

艺特别敏感，通过不同工艺可制成盘、环、叶片、板材结构件等零部件在航空上长期使用[1]。ICP-MS 法具

有更低的检出限，广泛应用于冶金、高纯材料、核材料、生物、医学等领域，被称为当代最有效的痕量和

超痕量多元素快速测定的一种全新分析测试技术[2]，近年来，利用 ICP-MS 测定冶金、钢铁材料中痕量元素

的报道越来越多[3-10]。然而，由于高温合金基体复杂，使用 ICP-MS 检测痕量元素存在严重的质谱干扰，为

克服干扰效应，据目前报道，那铎[11]等人通过对碳增敏剂与内标选择等因素进行优化，降低了多原子离子

的干扰测定镍基高温合金中痕量碲；张桢[12]等人利用碰撞池模式消除质谱干扰以测定镍基高温合金中痕量

元素；胡净宇[13]等人研究了高温合金中 Mo 对痕量 Cd、Te 的质谱干扰情况，通过建立数学校正方程校正 Mo

对 Te 的干扰；Hu Jingyu[14]等人通过优化仪器参数极大程度降低了 Zr、Nb 对高温合金中痕量 Ag 的干扰，

并通过建立校正方程进一步消除 Zr 对痕量 Ag 干扰; 罗策[15]等人，研究了 ICP-MS 测定 Zr 及 Zr 合金中 Cd

含量时所受的质谱干扰情况，并对干扰物进行了判断，提出通过基体分离、干扰系数校正、动态反应池技

术等来消除干扰。

Te 作为 GH4169 中一种有害物质，其含量要被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内。为准确检测 GH4169 中的痕量 Te，

首先需对 GH4169 中基体及其他共存元素产生的干扰情况进行分析，并采取消除措施使干扰效应降到最低。

基于此，本实验考察了 GH4169 中 Ni、Fe、Cr 基体的影响，及主要元素 Nb、Mo 对 Te 的质谱干扰情况，选

择合适的 Te 的同位素进行实验，并对比了基体匹配法及标准加入法，最终采用基体匹配法制作标准曲线。

对 GH4169 四个标准物质进行测定，测定值与认定值吻合较满意。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及仪器参数

X-Series Ⅱ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 Thermo Fisher 公司）。仪器工作条件及参数选择如表 1。

表 1 仪器操作条件

Table 1 ICP-MS operating conditions

项目 参数

功率 RF /W 1365

冷却气流量/(L·min
-1
) 14.0

辅助气流量/( L·min
-1
) 0.90

采样椎直径/mm 1.0

截取椎直径/mm 0.7

泵速/(r·min
-1
) 50

采样深度/mm 140

雾化器流量 /( L·min
-1
)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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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试剂

Mo、Nb 单元素标准储备溶液(钢铁研究总院)：1000μg/mL；Te 单元素标准储备溶液(钢铁研究总院)：

100μg/mL；Te 标准工作液：0.5μg/mL，由 Te 标准储备液逐级稀释而成；Ni、Fe、Cr 单元素标准工作溶

液：10mg/mL，由纯 Ni、纯 Fe、纯 Cr 制备而成。

标准物质 GH4169-1、GH4169-2-GH4169-3、GH4169-4(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HCl、HNO3均为优级纯，

实验室用水均为超纯水(电阻率为 18.25MΩ
.
cm)。

1.3 实验方法

称取 0.0500g 样品于 50mL 烧杯中，加入 4mL 王水置于电热板上溶解，溶解后取下冷却至室温，转移到

50mL 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摇匀待测。

1.4 标准曲线绘制

1.4.1 基体匹配法

向 5 个 50mL 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4mL 王水、3mL Ni 标准工作液，1mL Fe 标准工作液进行基体匹配，再

加入相应体积的 Te 标准工作液，定容摇匀。标准溶液浓度为 0.35、1.35、3.35、5.35、10.35ng/mL，其中

基体 Ni 中代入 0.35ng/mL 的 Te。

1.4.2 标准加入法

分别称取 0.0500g 样品于 5 个 50mL 烧杯中，同 1.3 实验方法操作溶解后，再加入相应体积的 Te 标准

工作液，定容摇匀。标准溶液浓度为 0、1、3、5、10ng/mL。

2 结果与讨论

2.1 主要基体元素的干扰

GH4169 中主要基体元素为 55%左右 Ni、20%左右 Fe 及 20%左右 Cr，因此需分析 Ni、Fe、Cr 对 Te 的干

扰情况。分别向 5 个 50mL 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4mL 王水、相应体积的 Te 标准工作液，定容摇匀。此时标准

曲线标准溶液浓度为 0、1、3、5、10ng/mL。

分别在三组 50mL 容量瓶中加入 0.5μg/mL 碲标准溶液 0.2mL，第一组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10mg/mL 镍溶

液 0，1，2，3，4mL（相当样品基体中 20% 、40%、60%、80%镍）；在另一组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10mg/mL 铁

溶液 0，0.5，1，2，3mL（相当样品基体中 10% 、20%、40%、60%铁）；在第三组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10mg/mL

铬溶液 0，0.5，1，2，3mL（相当样品基体中 10% 、20%、40%、60%铬）。按样品处理中加入 4mL 王水，用

超纯水定容后摇匀进行测定。选择 Te 三个不同同位素进行测定，实验结果见表 2、图 1、图 2、图 3。

536536



表 2 主要基体元素的影响

Table 2 Matrix effect of major elements

元

素

加入

Te/( ng·mL
-1
)

基体

元素

加入

量/%

实测
125
Te/

(ng·mL
-1
)

实测
126
Te/

(ng·mL
-1
)

实测
128
Te/

(ng·mL
-1
)

回收

率%/
125
Te

回收

率%/
126
Te

回收

率%/
128
Te

Ni 2

0 2.01 1.98 1.97 100.5 99.0 98.5

20 2.85 2.69 2.97 142.5 134.5 148.5

40 4.30 3.87 4.21 215.0 193.5 210.5

60 5.41 4.63 5.15 270.5 231.5 257.5

80 5.83 5.42 5.67 291.5 271.0 283.5

Fe 2

0 1.99 2.00 1.99 99.5 100.0 99.5

10 2.02 2.11 2.05 101.0 105.5 102.5

20 2.09 2.64 2.15 104.5 132.0 107.5

40 2.06 3.00 2.22 103.0 150.0 111.0

60 2.01 3.21 2.31 100.5 160.5 115.5

Cr 2

0 2.01 2.00 2.02 100.5 100.0 101.0

10 2.35 2.03 2.17 117.5 101.5 108.5

20 2.17 2.11 2.30 108.5 105.5 115.0

40 2.11 1.99 2.01 105.5 99.5 100.5

60 2.34 2.12 2.14 117.0 106.0 107.0

图 1 Ni 基体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nic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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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Fe 基体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iron

图 3 Cr 基体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chromium

实验数据结合图 1、图 2、图 3， 更直观表明在 2 ng/mL 碲溶液中加入不同量基体元素镍、铁、铬时，

随着加入量的增大，Ni 对
125
Te、

126
Te、

128
Te 的测定均产生了明显的正干扰，回收率在 134.5%~291.5%；加入

Fe 对
125
Te 的测定没有明显影响，Te 回收率在 100.5%~104.5%，而对

126
Te、

128
Te 的测定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正干扰；在加入 Cr 元素进行干扰时，
126
Te 回收率较为满意，无明显影响，对

125
Te、

128
Te 有一定程度正干扰。

2.2 其他主要元素的干扰情况

GH4169 中含有约 5%Nb，2%Mo 元素，因此主要分析 Nb、Mo 对 Te 的干扰情况。分别向 5 个 50mL 容量瓶

中分别加入 4mL 王水、相应体积的 Te 标准工作液，定容摇匀。此时标准曲线标准溶液浓度为 0、1、3、5、

10ng/mL。

分别在三组 50mL 容量瓶中加入 0.5μg/ mL 碲标准溶液 0.2mL，第一组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1000μg/mL

钼溶液 0，0.2，0.5，1，2mL（相当样品基体中 0.4% 、1%、2%、4%钼）；在另一组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1000

μg/mL 铌溶液 0，1，2，3，5mL（相当样品基体中 2% 、4%、6%、10%铌）。按样品处理中加入 4mL 王水，

用超纯水定容后摇匀进行测定。实验结果见表 3 及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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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其他元素的影响

Table 3 Matrix effect of other elements

元

素

加入 Te/

(ng·mL
-1
)

基体

元素

加入

量/%

实测
125
Te/

(ng·mL
-1
)

实测
126
Te/

(ng·mL
-1
)

实测
128
Te /

(ng·mL
-1
)

回收

率%/
125
Te

回收

率%/
126
Te

回收

率%/
128
Te

Mo 2

0 1.98 2.02 2.01 99.0 101.0 100.5

0.4 3.05 3.07 3.28 152.5 153.5 164.0

1 3.16 3.31 3.17 158.0 165.5 158.5

2 2.86 3.48 3.46 143.0 174.0 173.0

4 3.26 4.54 4.44 163.0 227.0 222.0

Nb 4

0 1.99 2.02 2.00 99.5 101.0 100.0

2 92.05 8.60 18.82 4625.5 430.0 941.0

4 182.50 8.13 35.57 9125.0 406.5 1778.5

6 257.40 9.37 54.51 12870.0 468.5 2725.5

10 457.30 13.17 82.71 22865.0 658.5 4135.5

图 4 Mo 对 Te 测定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Mo on determination of Te

图 5 Nd 对 Te 测定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Nd on determination of Te

实验数据结合图 4、图 5，Mo 对
125
Te、

126
Te、

128
Te 的测定均产生正干扰，其中对

126
Te、

128
Te 较明显，由

Mo 的二氧化物造成
[13]

，
94
MoO2

+
对

126
Te 产生干扰，

96
MoO2

+
对

128
Te 产生干扰；在 Nb 的干扰实验中，Nb 对

125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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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Te 产生了尤为显著的干扰，由 Nb 的二氧化物

93
NbO2

+
对

125
Te 产生了干扰，

93
NbCl

+
对

128
Te 造成了干扰。由此

可见，GH4169 中 Nb、Mo 元素对 Te 均产生了明显的质谱干扰。

2.3 分析同位素的选择

分析上述实验结果，基体元素 Ni 对
125
Te、

126
Te、

128
Te 影响没有很明显的区别，Fe 对

125
Te 无明显的干扰，

对
126
Te 影响最为明显，Cr 对

125
Te、

126
Te、

128
Te 影响较低，其中 Cr 对

126
Te 影响可忽略；其他主要元素 Mo 对

125
Te、

126
Te、

128
Te 均产生一定质谱干扰，Nb 对

125
Te、

128
Te 干扰显著。综合分析以上结果，考虑到 GH4169 中

Nb 含量达到 5%，而 Te 含量非常低，对于痕量 Te，选择 M/Z=126 进行实验。

2.4 校准曲线的选择及干扰校正

为消除基体效应，本实验采用标准加入法和基体匹配法，对比两种方法测定结果。同时采用仪器内设

的干扰校正方程作为本实验的质谱校正方法。干扰校正方程如下：

Te[126]=126M-0.40333×96Mo-1×93Nb

在基体匹配法中，以 Te 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对应扣除干扰后的强度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所得

线性方程为 y=85.334x+443.49，标准曲线线性良好，线性相关系数为 0.9994；在标准加入法中，以 Te 的

加入量(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对应扣除干扰后的强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所得线性方程为

y=103.23x+623.68，所得标准曲线线性拟合较差，线性相关系数为 0.9891。

分别采用校准曲线对标准物质 GH4169-1 进行测试，GH4169-1 中 Te 的认定值为 1.6μg/g，采用基体匹

配法测定值为 1.8μg/g，与认定值吻合较满意，而采用标准曲线法测得值为 0.5μg/g，表明该方法无法正

确测定 GH4169 中 Te 的测定，因此选择基体匹配法进行实验。

2.5 方法检出限

在上述实验条件下，对进行基体匹配后的试剂空白测定 11 次，计算得到该方测定 GH4169 中 Te 的检出

限(μg/g)为 0.3188μg/g.

2.6 方法的正确度和精密度

为进一步考察该方法准确性与可靠性，按照实验方法对标准物质 GH4169-1、GH4169-2、GH4169-3、

GH4169-4 进行测定，平行测定 5 次，实验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本方法的测定值和认定值吻合较好，

测定结果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6%，该方法准确可靠。

表 4 GH4169 标准物质中 Te 的测定值与认定值的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determined values with certified values

for Te in GH4169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s

样品号 Te 认定值/ 测定值/ 相对标准偏差/

(μg·g-1) (μg·g-1) %

GH4169-1 1.6 2.1 1.9 1.6 1.8 2.0 5.4

GH4169-2 1.4 1.6 1.9 1.8 1.5 1.6 5.8

GH4169-3 3.6 3.8 3.3 3.4 3.9 4.1 2.5

GH4169-4 12.0 12.3 11.9 12.2 12.3 11.3 0.3

2.7 加标回收试验

按照实验方法，对 GH4169 实际样品进行加标回收实验，结果见表 5。从表 5 中可以看出，GH4169 实际

样品加标回收率为 81.2%~90.7%，满足回收率要求，该方法可用于 GH4169 实际样品中检测。

表 5 加标回收试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

测定值/ 加标量/ 测定总值/ 回收率/

(μg·g-1) (μg·g-1) (μg·g-1) %

0.5 1.032 81.2

0.626 1.0 1.533 90.7

2.0 2.398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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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 GH4169 中痕量 Te，选取 m/z=126 为测定同位素，采用基体匹配法，

经干扰校正后得到良好的线性，方法检出限为 0.3188μg/g，对 GH4169-1、GH4169-2、GH4169-3、GH4169-4

四个标准物质进行测定，认定值与测定值均吻合较好，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6%，按照实验方法对实际样品

进行加标回收试验，加标回收率为 81.2%~90.7%，满足回收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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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不锈钢平整机组研究

李雷生
(北京中冶设备研究设计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29)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热轧不锈钢平整机组的研究，通过热轧钢卷普碳钢、优特钢、高强钢及不锈钢的平整工艺技术参

数设定，由不锈钢材料特性方面的问题提出到进行工艺方案探讨的研究路径分析，在开卷张力、轧制力、弯辊力、卷取张力

及其对应速度控制等方面的工艺设定不同，总结出热轧不锈钢平整机组的工艺特性，为热轧不锈钢平整机组在产品质量提升

和工艺操作的把控提供了理论研究依据。

关键词 不锈钢 热轧 平整机 张力

Doi:10.3969/j.issn.1001-1269.2020.z1.001

1 引言

热轧不锈钢指耐空气、蒸汽、水等弱腐蚀介质和酸、碱、

盐等化学浸蚀性介质腐蚀的钢，经热轧设备机组轧制成卷的不

锈钢卷，又称热轧不锈耐酸钢卷。实际应用中，常将耐弱腐蚀

介质腐蚀的钢称为不锈钢，而将耐化学介质腐蚀的钢称为耐酸

钢。由于两者在化学成分上的差异，前者不一定耐化学介质腐

蚀，而后者则一般均具有不锈性。不锈钢的耐蚀性取决于钢中

所含的合金元素。鉴于不锈钢不同于普碳钢的轧制机理，其热

轧不锈钢卷的平整工艺也有别于常规热轧平整机组。

本着对热轧不锈钢平整工艺研究的理念，结合国内不锈钢

生产线的生产情况和工艺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归纳总结，找

到一条适合热轧 200/300/400 系列不锈钢平整操作的工艺路

径。为机组的产品质量提升和工艺操作的模块建立提供理论研

究的依据和支撑。主要在设备组成与轧制工艺的理论结合方面

做浅显的研究分析。

2 问题提出

热轧钢卷均带有氧化铁皮，如何在平整/重卷过程中避免

氧化铁皮的干扰成为机组的一个难题。平整机工作辊/支撑辊

通常会装有擦辊器，有很多不锈钢平整机组的擦辊器在使用后

大多取消，可见不锈钢平整机组的工艺是区别于普碳钢和优特

钢等平整机组的工艺的。如何建立短平快且高效达产的热轧不

锈钢平整机组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见图 1。

图 1 平整机组立体直观图

2.1 平整机概述

平整机组的基本功能是提高板材表面质量、改善板形及其

机械性能，并可作为钢卷分切线使用。通常三段论分为：入口

段、平整段、出口段，鉴于设备繁多，本文不做赘述。根据主

线“开卷-平整/重卷-卷取”运行所实现的核心功能，其主要

设备组成有：压紧辊深弯辊、开卷机、夹送直头机、平整机、

液压切分剪、夹送张力装置和卷取机等。其中开卷机和卷取机

在重卷模式下通过张力和速度合理匹配控制实现钢卷的重卷

和分卷，开卷机、平整机、卷取机在保持上述功能的同时，利

用平整机的轧制力及其弯辊力和速度控制，实现不锈钢卷的板

型改善和延伸率（3%左右）见图 2。

1、压紧辊深弯辊 2、开卷机 3、夹送张力装置 4、四辊平整

机 5、液压切分剪 6、夹送张力装置 7、卷取机

图 2 机组主剖设备组成

生产过程可大致分为：重卷、平整、换辊三种操作模式，

在具体的作业线运行模式中又可分为常规运行：包括加减速、

恒速及穿带过程；点动运行：包括单动、成组传动及维护运行，

其中维护运行的速度大致为 5m/min；停车：紧急停车、快停

及常规减速停车。

2.2 速度控制

（1）普碳钢常规机组速度设定

机组穿带/甩尾速度：max. 30 m/min

机组生产速度：

普碳钢： max.600 m/min

机组速度范围：

带钢厚度 1.2mm～3.0mm， max.600 m/min

带钢厚度 3.0mm～4.5mm， max.450 m/min

带钢厚度 4.5mm～6.35mm，max.300 m/min

带钢厚度 6.35mm～8.6mm，max.200 m/min

机组加速度： 50 m/min/s

机组减速度： 50 m/min/s

机组快速停车减速度：90 m/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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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紧急停车减速度：160 m/min/s

（2）优特钢常规机组速度设定

机组穿带/甩尾速度：max. 25 m/min

机组生产速度：

优特钢： max.400 m/min

机组速度范围：

带钢厚度 1.2mm～3.0mm， max.400 m/min

带钢厚度 3.0mm～4.5mm， max.300 m/min

带钢厚度 4.5mm～6.35mm，max.200 m/min

带钢厚度 6.35mm～8.6mm，max.150 m/min

机组加速度： 40 m/min/s

机组减速度： 40 m/min/s

机组快速停车减速度：75 m/min/s

机组紧急停车减速度：150 m/min/s

（3）不锈钢常规机组速度设定

机组穿带/甩尾速度：max. 20m/min

机组生产速度：

不锈钢： max.200m/min

机组速度范围：

带钢厚度 1.2mm～3.0mm， max.200 m/min

带钢厚度 3.0mm～4.5mm， max.150 m/min

带钢厚度 4.5mm～6.35mm，max.100 m/min

带钢厚度 6.35mm～8.6mm，max.70 m/min

机组加速度： 20 m/min/s

机组减速度： 20 m/min/s

机组快速停车减速度：35 m/min/s

机组紧急停车减速度：80 m/min/s

通过不同钢种的速度设定，可看成不锈钢的机组速度是最

慢的，材料性能决定其轧制机理和平整速度。除此之外，前后

张力及轧制力的合理投入对不锈钢钢卷板型的影响也是主要

考虑的工艺因素。

2.3 材料分析

不锈钢主要是在铁（Fe）中加入铬（Cr）、镍（Ni）合金

而成的钢铁材料。该材料在空气中或化学腐蚀介质中能够抵抗

腐蚀的一种高合金钢，是具有美观的表面和耐腐蚀性能（Cr

≧12%），不必经过镀色等表面处理，而发挥不锈钢所固有的

表面性能。在 Cr 含量一定的情况下，Ni 是强烈形成并稳定奥

氏体且扩大 Y 相的元素，Y相区随 Ni含量的增大而扩大，形

成奥氏体不锈钢。同时也随 Ni 的含量增大而粘性增大，增加

了奥氏体系列不锈钢深加工的难度系数。基本化学成分分类见

下图 3：

图 3 不锈钢化学成分分类

在轧制、剪切过程中容易出现粘辊和粘剪刃的现象，平整

机的工作辊和支撑辊的辊面尤为凸显。辊面氧化铁皮及其粘辅

物过多造成钢卷板面质量凹凸不平，光泽及板型质量下降，剪

刃粘附杂质对剪刃寿命和切口光滑的程度有很大影响，如何克

服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的问题，成为机组工艺研究的必要选择。

3研究路径

3.1 控制模式

机组分为平整和重卷两个模式，平整工艺采用“开卷＋直

头＋平整＋增张＋卷取”的小张力开卷、大张力卷取工艺配置。

开卷机采用张力控制、夹送直头机采用正反控制、平整机速度

控制（本身具有轧制力及弯辊力等功能）、液压切分拣板尾夹

送辊采用正反控制、张力装置采用正反控制、卷取机采用速度

控制（在平整模式下可与开卷机张力控制互换）。详细见平整

机组主线马达控制模式，如下图 4：

图 4 平整机组主线马达控制模式图

目的是通过合理的工艺电控，使机组生产运行稳定可靠、

产品质量有所提升，避免不锈钢卷卷层间的挫伤几率、能更好

的改善带钢平直度，消除屈服平台，提高钢卷上屈服极限和整

个卷形质量。

3.2 工艺流程

平整机组简要流程：上料准备→上卷→穿带（速度≤30

米/秒）→张力建立→平整/分卷→甩尾→卸卷称重→打捆喷印

及运输等关键过程。流程表如下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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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平整机组关键工艺流程图

主要操作流程：钢卷库信息入库、天车上料、入口钢卷

旋转台转向（根据需要）、入口步进梁运输机送料、钢卷准备

站切头准备、入口钢卷小车对正上卷、开卷机开卷、压紧辊和

深弯辊辅助开卷、夹送直头机直头直尾、入出口侧导辊对中、

平整机轧制力板型控制、人工检查台板材表面质量视觉查看、

液压切分剪进行试样及废料收集、夹送张力装置重卷模式张力

补偿及协助收卷、卷取机和钢卷压紧辊结合收卷、出口钢卷小

车卸卷送卷、出口步进梁运输钢卷并在此过程中完成称重、打

捆及喷印等工艺操作流程。详细操作联锁逻辑流程，如图 6：

图 6 平整机组操作联锁逻辑流程图

3.3 操作重点

机组生产不同钢种时尤其要特别关注不锈钢卷，由于其材

料特殊性，要在上料之前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判断，不符合上料

条件的电控通讯与 L2 及时联系，撤卷重新排产，天车负责吊

离入口钢卷旋转台。避免在生产过程出现特殊故障情况。简要

分两段做介绍：

（1）入口地辊站切头准备

钢卷按生产计划，用吊车把卧式存放的钢卷从钢卷库吊放

到平整分卷机组钢卷旋转台上，由旋转台完成钢卷 180回转

（根据钢卷带头是否符合上开卷条件），钢卷旋转台和入口步

进梁运输机存在动作先后及位置联锁关系，满足联锁条件后，

由入口步进梁运输机将钢卷从旋转台上取走并运往钢卷准备

站（见下图 7）。

图 7 钢卷切头准备地辊站

人工对来料检查核对：

●来料钢卷是否与生产计划符合；

●来料钢卷温度是否低于 60C；

●来料钢卷是否按要求放置在回转台鞍座或步进梁运输

机鞍座中心位置的200mm（根据不同技术要求设定）范围内及

确认带钢头部的方向；

●来料钢卷内圈是否卷绕紧密，无明显的松卷及塌卷现

象；

●来料钢卷不得有严重的浪形或翘曲，其塔形在 35mm 内；

当以上各项中有任何一项不满足要求时，该钢卷不能进入

机组进行生产，须调整生产计划、重新吊放或吊走不合格钢卷。

满足初步条件后，入口步进梁运输机把钢卷送到地辊站打

开进行切头准备，相应的做二次复检。带钢头部打开后可以检

查的更直观，如果遇到头部裂变严重或者长度过大的，也要做

相应的计划调整。

（2）平整机的操控

四辊平整机主要用于改善带钢板形、机械性能及表面质

量，使热轧带钢的屈服强度降低，深冲性能提高，即可消除带

钢深加工时的吕德斯带。整个机组的核心控制是平整机的操

控。目前国内平整机主要有两种结构性形式，一种是斜楔调整

在下面，AGC 缸在上面的结构形式；另一种恰好相反。还有就

是传动形式分类，单工作辊传动与双工作辊传动及支撑辊传动

等。本文主要研究平整机与不锈钢之间轧制的合理工艺结合

点。

推上方式的平整机主要由牌坊、地脚板、收集槽、工作辊

弯辊装置、AGC 压上装置、轧线斜楔调整装置、支撑辊换辊装

置、工作辊换辊装置、防皱辊、轧辊传动及传动连接轴、机上

配管等部件组成。在平整模式下，卷取机卷取钢卷带头开始建

立张力、升速，平整机有穿带位置控制切换为恒压力控制(见

下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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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平整机轧制力控制

恒压力控制可消除轧辊偏心的影响，提高产品的平直度，

并且对带钢的表面光洁度和带钢的机械性能也有一定的改善。

恒压力控制为闭环控制，压力反馈来自液压压上系统的压力传

感器。通过闭环控制，对液压缸内的压力进行调节，以达到控

制的目的。在平整过程中根据板形状况需要加载弯辊力和倾斜

轧制力，目的确保平整板形效果良好。

工作辊和支撑辊之间安有弯辊缸，正、负弯辊缸将采用比

例阀控制其弯辊力的大小，每个比例阀都带有一个压力传感

器，以形成正、负弯辊力的闭环控制。弯辊力控制可改善平整

带钢板型以及补偿由于轧制力变化而引起的有载辊缝变化。在

平整过程中，操作人员可手动改变弯辊力的大小。见下图 9 所

示：

图 9 平整机正负弯辊状态

改变不锈钢带钢的延伸率，可采用控制张力及控制轧制力

两种基本方式。张力控制方式调节延伸率，适用于一定厚度以

下的薄带钢，带钢越薄，张力调节延伸率的控制效果越好；轧

制力控制方式控制延伸率则适用于处理较厚的带钢。

延伸率控制采用闭环控制，把测量的实际延伸率与设定的

延伸率进行比较，利用比较后的差值信号去调节轧制力及张力

的大小，如下图 10 所示：

图 10 平整机延伸率控制

在平整机操作的过程中，平整操作方式主要是恒轧制力控

制，轧制力的大小根据不锈钢带卷的材质（200、300、400 系

列）及其规格（主要是宽厚、厚度值）做相应的经验值调整，

通常在 L2数据库建立好模型，直接输入就可以进行成品轧制。

（3）人工检查功能

不锈钢的加工难度大于其他钢种，在带钢成型过程中，除

了头尾在机组地辊站切头准备和甩尾过程中可见可剪切之外，

最难要属中间段。在平整机和液压横切剪之间，通过连接梁与

平整机两侧的牌坊相联，通过伸缩气缸控制，实现活动导板的

打开和关闭，可进行人工检查带钢板面质量的功能，分地下和

地上两个观察位置。见图 11。

图 11 人工检查台和液压切分剪

这个功能设计很有必要，在生产过程中发现特殊情况，特

别是热轧不锈钢的裂边和板面质量有缺陷的这种现象，进行停

机人工检查，判断下一步如何操作，对产品的质量把控和设备

的保护都有积极的效果。

4 研究分析

热轧不锈钢平整工艺在各个不同设计、生产、安装、调试、

生产阶段进行初步研究，经历平整产品定位分析、机组选型；

平整机功能完善；平整机组技术规程及操作规程编写；平整机

组平整模型建立等阶段；从理论到实际生产进行了平整工艺对

不锈钢带钢性能的影响研究及平整机辊型优化和剪切及张力

分配等多方面的研究。

除了机组工艺速度之外，轧辊辊型的研究也很重要。通过

研究发现其辊型的影响系数主要有：轧辊热膨胀对辊缝形状的

影响和轧辊的磨损对辊缝形状的影响。平整机的延伸率较小，

通过一个不同的轧制压力模型去描述平整轧制过程。建立模型

时考虑轧辊的弹性变形和轧件的弹性变形。并在计算过程中不

仅考虑轧辊弹性压扁的塑性变形区长度，而且要考虑轧件出入

口弹性变形区长度，并计算与之对应的塑性变形区单位压力及

弹性变形区单位压力，从而建立适合于平整机轧制的较准确的

轧制压力模型。被平整带钢的原始凸度大小分布波动范围比较

大，优化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到小凸度和大凸度、宽料与窄料、

厚料与薄料等情况，建立相关辊型优化模型。

根据辊型曲线方程：

)]/2(cos[1{)( LxbaD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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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辊和支撑辊辊型曲线分别如下：

y

x

L

o

图 12 工作辊辊型曲线示意

y

x

zl


L

图 13 支撑辊辊型曲线示意

通过辊型优化后的试验分析，影响板形的主要原因是工作

辊及支撑辊的不均匀磨损，造成不均匀磨损的原因是应力集

中，为此运用辊型曲线方程对支撑辊的两端进行了长 150 mm、

高 0.20 mm 的倒角，防止轧制过程中因应力集中造成支承辊的

边裂、边部掉肉缺陷及工作辊的不均匀磨损。再进一步加大工

作辊负凸度，采用凸度-0.13 mm 辊型曲线，在使用过程中弯

辊的调节范围大大提高，轧辊磨损均匀、寿命增加、降低消耗。

热轧不锈钢平整机组在具备优特钢平整的基本功能外，还

力求开卷至卷取的轧制线短，操作工序少等方面的研究探索，

这样既降低出现产品质量缺陷的概率，又减少操作人员数量，

节约成本并提高自动化作业率。新建项目和搬迁改造项目抓住

机组核心，一样可以升级工艺设备性能。比如某钢厂热轧平整

项目搬迁，旧机组的设计最大开卷张力是 10 吨，最大卷取张

力 25 吨，导致入口和出口张力不匹配，出现带钢抖动和卷不

齐现象。通过对开卷机张力的增高，减少热轧不锈钢带钢翘曲

和局部裂边现象，从而提高热轧不锈钢带钢产品质量。

5结语

随着热轧市场向高质量高标准高要求的变革，对平整机组

生产工艺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保证工艺时刻革新，设备功能

先进，才能保证生产出高规格高质量的热轧不锈钢钢卷。

平整工艺对带钢组织性能和使用有很大的影响，根据热轧

平整机组产品大纲要求，除热轧不锈钢之外，需重点考虑的钢

种还有：低碳铝镇静钢、普通碳素钢、汽车车轮钢、焊接气瓶

用钢、集装箱用钢以及部分低合金高强度钢等。需要工艺技术

人员多进行了相关生产跟踪式的试验和研究，才能根据不同材

料特性的机组总结出先进的相匹配的工艺技术。每个不同的钢

种在平整过程中都会有略微差别的工艺细节，只有制定针对性

的工艺纲领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热轧平整机组的生产工艺

技术在伴随着产品的性能规格提升而改进。舍弃旧工艺，引入

新工艺，才能明显的提高机组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这也会

促使热轧不锈钢平整机组的研究及工艺探索工作将随着不锈

钢热轧产业的发展而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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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钢公司备件库存管理对策的研究

李少龙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北京 100043）

摘 要：迁钢公司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钢铁产线，不断加快的生产节奏使备件库存管理成为不可忽视的重

要部分。论文从库存管理现状入手，剖析问题原因，进而提出对策。首先据备件特性进行科学分类；进而针对

不同库存的特点及供给服务水平，施以定期订货与具有安全库存的随机型库存控制模型进行管理并验证效果。

结论有二：第一，相应 ABC 分类法合理且可行性强；第二，库存控制模型的应用显著削减了库存资金与成本。

关键词：库存管理；分类方法；安全库存；库存控制模型

中图分类号：TP14 文献标识码：

1 引言

1.1 迁钢公司备件库存的管理现状

1.1.1 库存备件的类型

按使用特征进行划分，迁钢库存备件资金分布如图 3.2 所示：

图 1.1 迁钢公司库存备件分布图

Fig1.1 Chart for proportion of spare parts in Qian’gang inventory

表 1.1 迁钢公司库存备件资金占用表

Table 1.1 Table for proportion of spare parts in Qian’gang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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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存量（万元） 寄售（万元） 合计（万元） 百分比

通标 513.84 64.33 578.17 3.50%
小型 334.25 48.67 382.91 2.32%
电气 216.23 8.49 224.72 1.36%
计控 700.28 186.34 886.61 5.37%

轴承密封阀门 116.31 82.47 198.78 1.20%
油品 568.71 148.86 717.57 4.35%

电缆电配 228.02 0.085 228.09 1.38%
非标 2594.62 166.33 2760.95 16.73%

大型生产工具 138.47 5000 5138.47 31.15%
其它生产工具 352.59 5029.61 5382.20 32.62%

小计 5763.32 10735.19 16498.51 100.00%

由表可知，非标、计控备件种类多，资金占用大。大型工具品种少，但价格较大。油品、轴

承、密封、电缆电配类备件种类多、金额占比小；但缺货成本高。

1.1.2 库存备件的控制管理

1）控制指标

计划命中率：即计划与消耗之间在时间与数量上的符合程度。2011 年迁钢备件库存订货量达

125262.54 万元，耗用 88740.98 万元，命中率为 70.84%；同上算法，2012 年与 2013 年计划命中率

分别为 71.26%与 72.56%。命中率的提升仍具有努力的空间。

同类指标包含库存资金额、到货合格率等。

2）控制模式

迁钢备件到货后均根据需方作业部进行区分、存放及管理，这种模式虽然便于对各单位的耗用

成本进行独立核算，但也会导致诸多问题。

零零总总的成本中心使作业部在库存数据的统计与沟通方面存在诸多不畅；规模小的备件库房

因备件存量少，经常出现备件储量低于安全库存的情况；规模较大的库房经常囤积过多冗余库存，

给企业带来了诸多不必要的经营风险；自备机旁库存缺少专业的仓储管理人员，经常出现重复提报

的备件计划。

2 库存管理相关理论概述

2.1 库存管理方法

2.1.1 ABC 分类法

库存(Inventory)
[1]
指一切目前闲置而用于未来的、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同时，库存也会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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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占用大，成本消耗高及掩示管理缺陷等问题。帕拉图式数据分析法根据类别和占资将库存物料

分为不同等级，然后分别进行重点、一般、次要等不同程度的管理
[2]
，详见图2.1所示。

图 2.1 ABC 分类法示意图

Fig. 2.1 Schematic diagram of ABC classification

企业应结合自身经营特点采取科学的、切实可行的 ABC 分类法。通常可以具体划分为如表 2.1

所示 [3] 。

表 2.1 各等级物料管理方法

Table 2.1 The management method of every grade material

分类 库存物料特点 管理方法

A 类 种类约 20%，占资约 80% 重点管理；安全存放；准确记录，精确预测。

B 类 种类约 30%，占资约 15% 次重点管理；检查盘点周期长于 A 类。

C 类 种类约 50%，占资约 5% 管理粗放；定期盘点，周期稍长。

2.1.2 库存控制模型

据管理实际，选取定期订货库存控制模型与具有安全库存的随机型库存控制模型
[4][5]

进行研

究。

1）定期订货库存控制模型

定期订货即是按设定好的的订货周期进行补库操作的库存控制模式。订货周期通常依据生产

经营现实及其往期经验被制定。图 2.2 显示出其订货周期 T 和最大的库存保有量 Qmax 是固定不变

的。每隔时间段 T，采购系统就会向供应商发出采购订单。

100

95

80

1005020 物 料 种 类 比 例

库

存

资

金

占

用

比

例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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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定期订货库存控制模型示意图

Fig2.2 Inventory control model for the regular orders

通常，订货量为最大库存量减去现有库存量。但实操中，需考虑两种情况的存在：第一，已

订货在途量与已到货未入库量经常出现，订货量不能包含这些数量之和 Ii；第二，已售未出库量

随时可能生成库存，故应属订货量。综上所述，定期订货库存控制模型中订货量 Qi的确定方法如

下：

Qi=Qmax-QK-Ii+Bi (2-1)

已购在途量与到货未入库量之和 Ii需人工统计；已售未出库量 Bi与现有库存量 QK可以通过管

理软件进行统计。最大库存 Qmax 的计算方法如下：

Qmax = Qs + ( T + L) d (2-2)

Qs为安全库存量；T 为订货周期；L 为订货提前期；d 为物料需求速率。

2）具有安全库存的随机型库存控制模型

需求量与订货提前期不稳定时，安全库存通常用来对冲缺货成本。具有安全库存的随机型库

存控制模型应运而生，具体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具有安全库存的随机型库存控制模型

Fig 2.3 Stochastic inventory model With safety stock

通常情况下用经典的经济订购批量（EOQ）进行近似取最优。其求解过程可以参照确定性库存

模型
[6][7]

。

1 再订货点的确定

前已述，物料再订货点公式如下：

(2-3)

此时，d 为日平均需求量；

LT 为订货提前期；

SS 为安全库存量。

时间

再订货点

安全库存量

库

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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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库存的确定

本文结合以下三种情况来讨论其设定方法 [8][9]。

第一，当订货提前期与需求量均随机变化时，两者之间相互独立且都服从正态分布，此时安

全库存公式为
[3]
：

(2-4)

其中， 为需求量标准差；

为订货提前期平均值；

为订货提前期标准差；

为日需求量平均值；

z 为安全系数。

第二，当订货提前期不稳定，需求量稳定时，安全库存可简化：需求量为常数，导致(2-4)

中 ，此时公式(2-4)可以简化为：

(2-5)

其中， 为订货提前期标准差；

d 为日均需求量。

第三，当需求不稳定，订货提前期稳定时，提前期为常数，即(2-4)中 ，可以简化

为：

(2-6)

其中， 为需求量标准差；

LT 为订货提前期。

2.1.3 服务水平与安全库存

1）服务水平

服务水平指通过库存来满足需求的水平。度量方法很多，在此采用补货周期供给水平（CSL）
[10][11]

度量服务水平。

CSL 以在全部补货周期中满足需求的补货周期（服务率）所占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结合插值

计算法得到安全系数 z 值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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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迁钢管理实际，可得表 2.2 所示关系：

表 2.2 迁钢备件供给服务水平与安全系数对照表

Table 2.2 The corresponding table for stockout probability and safety coefficient

缺料率 服务率 安全系数 z
1% 99% 2.33
2% 98% 2.05
3% 97% 1.88
4% 96% 1.75
5% 95% 1.65
6% 94% 1.55

6.70% 93.30% 1.5
10% 90% 1.28
15% 85% 1.04

2）安全库存

安全库存是在特定期间内，为满足使用需求而持有的超过预测数量的库存量
[13]

。

3 迁钢公司备件库存对策

3.1 分类对策

论文选取迁钢耗用趋势正常的备件（2014 年）作为样品进行划分。

1）A 类：资金占用大的重要生产备件占总量的 40.15%；价格在 10000 元以上的检修备件占比

20.98%。二者合计占比 64.13%。

2）B 类备件：易耗件与价格低于 10000 元的备件；辅助性备件中价格高于 5000 元且月均消耗

大于 50000 元的部分。三者合计 25.18%。

3）C 类备件。缺货成本不高，不会造成停机的备件应属 C 类，占比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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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

A 类备件
B 类备件 C 类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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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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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设备维修

用备件

辅助性生

产备件

辅助性生

产备件

单价

<5000

年消耗额

<50000

单体价格

<10000
单价

>5000

年 消 耗

额>50000

图 3.1 迁钢备件的 ABC 分类图

Figure 3.1 Classification chart on ABC for Qian’gang spare parts inventory

3.2 库存控制对策

3.2.1 迁钢公司分部备件库存控制对策

因相应提前期固定，故借鉴定期订货库存控制模型。根据安全库存理论，需求不稳定而订货期

不变时，安全库存量的公式为：

（3-1）

z 为安全系数； 为需求量标准差；LT 为订货期。

鉴于其以周为补库周期，故可据独立事件的方差等于各事件方差之和的原理计算以 T 日为周

期的需求量标准差 ：

(3-2)

将(3-2)代入(3-1)可得：

�� l z蟽�

��
�

(3-3)

以周为补库周期时，T=7，因此式(3-3)写成：

�� l z蟽�

��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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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安全系数 z 值

以 A 类备件碳化钨涂层衬板为例，CSL 设为 99%，表 2.2 显示安全系数 z 值为 2.33。

2）确定需求量标准差

2014 年第 1 至 10 周期间，需求量如表 3.1 所示：

表 3.1 2014 年第 1-10 周碳化钨涂层衬板需求情况

Table 3.1 demand of sub-frame with Tungsten carbide Coating within 1st to 10th week in 2014

周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需求量 PC 28 22 25 21 28 29 24 19 20 26

首先可得周平均需求量μ为 24；补库周期为 T 的需求量标准差 可如下：

(3-5)

其中 i 分别取 1 至 10；N 取总数 10，则需求量标准差 为 3.41。

3）确定安全库存量

通常订货期 LT 为 3 天；将已知代入(3-4)可得安全库存量为 5.2 件，取整为 6 件。

4）确定再订货点

根据周平均需求量 24 件，可知日均需求量为 4 件；结合订货期为 3 天，且安全库存量为 6

件，则可据(3-6)得订货点为 18 件：

(3-6)

5）结论

综上，储量低于 18 件时补库；其安全库存量较之前的 14 件降至 6 件，削减了 57.14%。

订货期、盘点周期、安全系数及需求波动是影响备件安全库存量的主要因素。前三者在类别

给定时均固定。安全库存量服从需求波动。

3.2.2 迁钢公司总协调备件库存控制对策

鉴于此时，需求量和订货期不稳定，故借鉴具有安全库存的随机型库存控制模型。

1）分类

A 类采购难度不大，故可设定较低的安全库存；B 类需求量不大但订货期较长，故安全库存

较高；C 类需求量小，且缺货成本低，故不必设定安全库存。

2）安全库存量与再订货点的计算

现以订货期稳定与否加以区分后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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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求不稳定，订货期稳定

以碳化钨涂层衬板为例，安全库存量计算公式为：

(3-7)

式中 z 为安全系数； 为日需求量标准差；LT 为订货期（一般为 3 天）。鉴于补库按周进行，

故可据独立事件的方差等于各事件方差之和的原理计算 T 日为周期的需求量标准差 ：

(3-8)

将(3-8)代入(3-7)可得：

�� l z蟽�

��
� (3-9)

以周为补库周期时，(3-9)可为：

�� l z蟽�

��
� (3-10)

a)确定安全系数 z 值

该备件属 A 类，对照表 2.2 可查 z 值为 2.33。

b)确定需求量标准差

2014 年第 1 至 10 周间，该备件需求量如表 3.2 所示：

表 3.2 2014 年第 1 到 10 周碳化钨涂层衬板需求情况

Table 3.2 demand of Tungsten carbide Coating within 1st to 10th week in 2014

周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需求量(件) 18 17 14 20 15 12 11 19 13 21

可得周平均需求量μ为 16 件；补库周期为 T 的需求量标准差 可以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3-11)

其中 i 取 1 至 10；N 取 10。将已知代入可得需求量标准差 为 3.32。

c)确定安全库存量

订货期 LT 取 3 天，代入(3-10)可得安全库存量为 5.1，取整为 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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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确定再订货点

据周平均需求量为 16 件，可知日均需求量为 3 件；结合订货期 3 天，安全库存量 SS 为 6 件，

可据(3-12)算其订货点为 15 件：

(3-12)

e)结论

据结果，储量低于 15 件时补库。安全库存量为 6 件，与之前设定的 17 件相比削减了 64.71%。

②需求量和订货提前期均不稳定时

此时安全库存量计算公式如下：

(3-13)

其中，蟽 d为日需求量标准差； 为订货期平均值； 为订货期标准差； 为日均需求量；

z 为安全系数。补库按周进行，据独立事件的方差等于各事件方差之和的原理得以 T 日为周期的

需求量标准差 ：

(3-14)

将(3-14)代入(3-13)为：

(3-15)

当 T 为 7 时，(3-15)为：

(3-16)

a)确定安全系数 z 值

该备件属 B 类，对照表 2.2 取 z 值 2.33。

b)确定需求量标准差

在 2014 年第 1 至 10 周期间，需求量数据如表 3.3：

556556



表 3.3 2014 年第 1 到 10 周煤气调压阀的需求情况

Table 3.3 demand of Pressure regulating valve used for gas within 1st to 10th week in 2014

周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需求量 PC 17 16 13 21 16 13 12 18 10 22

可知周平均需求量μ为 16 件；补库周期为 T 的需求量标准差 可用如下公式计算：

(3-17)

其中 i 取 1 至 10；N 取 10。代入已知得 为 3.69。

c)确定订货期标准差

最近 10 个订单的订货期数据如表 3.4 所示：

表 3.4 煤气调压阀最近 10 个订单的订货期情况

Table 3.4 recent 10 orders periods of Pressure valve for gas

订单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订货期(天) 6 5 9 7 6 8 10 11 9 7

可取订货期平均值 为 8 天；则订货期的标准差 可用如下公式计算：

(3-18)

其中 i 分别取 1 至 10；N 取 10；在此μ取订货期平均值 8。代入可得 为 3.40 天。

d)确定安全库存量

已得 z 值为 2.33；需求量标准差 为 3.69；订货期平均值 为 8 天；订货期标准差 为

3.40 天；其周平均需求量为 16 件，则日均需求量d
�
取 3 件。利用(3-16)可得安全库存量为 25.5

件，取整为 26 件。

e)确定再订货点

日均需求量d
�
为 3 件；订货期平均值 为 8 天；安全库存量为 26 件。代入已知得再订货点为

50。

(3-19)

f)结论

可知，储量低于 50 件时补库。安全库存量为 26 件；与之前设定的 41 件相比削减了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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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安全库存量的因素是订货期、盘点周期、服务水平及需求波动。前三者在类别给定时固

定，安全库存量服从需求波动。

4 结论

1）基于备件特性而设计的 ABC 分类法较传统分类更为实用。

2）应用定期订货或具有安全库存的随机型库存控制模型进行管理，能够使迁钢公司分部库存

安全库存量削减 57.14%，总协调库存安全库存量削减 36.59%。

由于时间限制，本文难免欠缺，更多探索有待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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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机下部遮盖工艺设计及质量控制探讨

冯成毅 王志田

（首钢矿山机械制造厂）

摘 要 文章分析了蒂森.克掳伯 KB54-75 旋回破碎机下部遮盖的铸造工艺性，根据铸件结构特点按

顺序凝固原则设计浇冒口系统。设计缩颈冒口调节铸件与冒口之间的温度梯度，运用数值模拟软件验证冒

口设计的合理性。采用稀土元素变质处理、低温浇注细化晶粒、沉淀强化等先进技术提高下部遮盖的抗磨

性。强化铸件质量控制，制定工艺技术措施解决下部遮盖类高锰钢厚大件生产过程中易出现的缩孔、裂纹

缺陷问题。下部遮盖成品质量符合 GB/T 5680-2010 奥氏体锰钢铸件新国标要求，装机运行后，使用寿命

达到用户要求。

关键词 顺序凝固 缩颈冒口 变质处理 沉淀强化 低温浇注

1 前言

蒂森.克掳伯 KB54-75 旋回破碎机是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司家营铁矿的粗碎设备。旋回

破碎机的工作机构由可动圆锥和固定圆锥构成。可动圆锥是一个正立的锥头锥体，外表面装

有高锰钢材质的上部遮盖和下部遮盖。上、下遮盖以凸块和凹槽定位组装，并灌装树脂。可

动圆锥装在主轴上，主轴下端插入偏心轴套的偏心孔中。当偏心轴套旋转时，可动锥作圆锥

面运动，从而破碎矿石。可动锥外表面的下部遮盖要承受强烈的冲击和磨损，工矿条件恶

劣，质量要求严格，是旋回破碎机内的重要备件。

2018 年下半年机械厂承担了司家营铁矿 KB54-75 旋回破碎机下部遮盖的制作任务。下部

遮盖铸件不允许有缩孔、裂纹等铸造缺陷，晶粒度、夹杂物、碳化物、化学成分要求符合

GB/T 5680-2010 奥氏体锰钢铸件新国标。装机运行后要求质量稳定、可靠，不允许出现提前

失效下机。经过反复论证工艺方案，综合考虑生产因素，制定先进合理的工艺技术措施，下

部遮盖一次浇注成功，质量达标。

2 下部遮盖铸造工艺性分析

下部遮盖材质选用 ZGMn13Mo，毛重 6000 公斤，轮廓尺寸φ1920 mm×1244 mm，主要壁

厚 100 mm ～200 mm，属厚壁筒形铸件，宜采取顺序凝固原则制定铸造工艺方案。厚壁高锰

钢铸件易出现晶粒粗大，力学性能差的问题，工艺上应采取措施加快铸件凝固速度，获得细

化的一次结晶组织，提高铸件的综合力学性能。高锰钢厚大件浇注后导热性差，线收缩大，

收缩应力大，裂纹倾向大。裂纹缺陷对下部遮盖装机运行及使用寿命具有决定性影响，工艺

上应采取可靠的防裂措施。下部遮盖小口位置四个 240 mm×155 mm×30 mm 定位凸块与上部

遮盖大口位置的四个定位凹槽组装，内腔与粗破机大轴装配后，应留有合适的间隙灌装树

脂。前道工序应采取措施保证内腔非加工位置及定位凸块形位尺寸准确。下部遮盖零件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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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所示：

图 1 下部遮盖零件设计图

3 制定工艺方案

图 2 下部遮盖铸造工艺简图

3.1 工艺参数设计

为强化顺序凝固，便于造型、下芯、合箱操作，选择大口朝上位置为浇注位置，大口位

置大平面为分型面。为降低木模制作成本，外皮和中芯制作钢轴杠木刮板。高锰钢加工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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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加工硬化，加工余量不宜太大，加工余量取 5~7 mm，非加工面局部增加 3mm 工艺补正量。

外侧、高度方向取 2.9% 线收缩，内腔取 2.7％线收缩。

铸造分厂目前主要的造型材料为价格低廉的水玻璃—石灰石砂，即七 0 砂。使用七 0 砂

厚壁件易产生“缩沉”缺陷，“缩沉”缺陷严重时，在铸件表面会形成蚯蚓状热裂纹。为避

免出现 “缩沉”质量问题，减少夹砂、气孔缺陷，选择水玻璃镁橄榄石砂作面砂造型、制

芯。

3.2 浇注系统工艺方案

3.2.1 实行低温浇注的意义

高锰钢厚大件浇注温度偏高，铸件凝固时间较长，易形成粗大的柱状晶组织，伴随有化

学成分偏析和枝晶间显微缺陷，如显微缩松和夹杂物。显微缺陷在反复载荷的作用下，成为

疲劳裂纹源，降低铸件力学性能和抗磨性[1]。

铸态组织中碳化物尺寸、形状与分布受铸件一次结晶组织粗细的影响。粗大的结晶组织

产生粗大的碳化物。水韧处理后碳化物溶解，但奥氏体晶界的致密度降低，且奥氏体基体内

化学成分不均匀，降低力学性能。在冲击载荷的作用下，变形过程不均匀，影响铸件抗磨

性。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一次结晶组织对高锰钢铸件的性能影响很大。随着浇注温度的降低，

一次结晶组织中等轴晶区比例提高，柱状晶区比例降低。只有降低浇注温度，才可以获得细

化的一次结晶组织。

2010 年颁布的 GB/T 5680-2010 奥氏体锰钢铸件新国标增加了铸件晶粒度检测要求，晶

粒度不小于 2 级。高锰钢厚大件浇注温度偏高，铸件晶粒度检测结果为 1 级和小于 1 级。为

保证下部遮盖铸件晶粒度达到新国标要求，必须实行低温浇注。

3.2.2 浇注系统各单元设计

下部遮盖属厚壁筒形铸件，为保证铸件补缩良好，组织致密，按顺序凝固原则设计浇注

系统。引进即插即用式吹氩透气砖、纳米保温板材料新材料，延长钢包烘烤时间和烘烤方

式，改进浇注系统设计，增大砂型浇注系统各单元截面积，提高浇注速度，为实现低温浇注

创造有利条件。

下部遮盖浇注温度工艺设计按 1410℃控制[2]。与低温浇注工艺要求相适应，选择包孔直

径∮70 柱塞包。砂型铸造柱塞包浇注条件下，砂型浇注系统设计为开放式浇注系统，使钢水

沿型壁平缓入型，避免钢水严重冲刷砂型，造成气孔、夹砂、夹渣、粘砂等缺陷。直浇道选

用∮100 陶瓷管，用六孔分道六角中心砖与内浇道相连，内浇道选用六道∮60 陶瓷管。包

孔、直浇道、内浇道截面积比例为 1：2：4.4。

型内液面上升速度核算：

铸件浇注时间 T 按下式计算：T = GC / V 包 ，式中 GC ——铸件毛重，GC = 6000kg。V 包

——钢水重量速度，V 包 = 90 kg/s。经计算，浇注时间 T = 67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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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面上升速度 V 液 按公式 V 液 = H / T 计算，式中 H ——铸件分析面位置型腔高度，H

=1280 mm，根据上式计算得 V 液 = 19 mm/ s。

高锰钢筒形厚大件，钢液在型内的上升速度应为 15～20mm/s，此数值符合所确定的钢液

在型内的上升速度要求，表明所选择的包孔直径合适。

3.3 冒口的设计

ZGMn13 属中间凝固方式，厚大件心部为糊状凝固，组织不致密，裂纹、缩松倾向大，影

响铸件使用寿命。冒口按顺序凝固原则设计，保证冒口补缩良好，提高铸件组织致密度[3]。

3.3.1 铸件模数计算

利用三维绘图软件 Pro/E 对下部遮盖毛坯作实体造型，选择分析——模型——质量属性

命令，查询得：铸件体积 V 铸件 =7.5051258e+8 mm3 ，铸件表面积 S 铸件 =1.3472593 e+7 mm3 ，按

公式 M 铸件 = V 铸件/ S 铸件 计算铸件模数，经计算，M 铸件=5.6cm。

3.3.2 设计缩颈冒口的意义

下部遮盖属厚大件，为满足铸件的补缩条件，需设置大冒口。冒口与铸件交接后，构成

了接触热节，使该处凝固模数继续增大。在凝固过程中，铸件大部分已冷却到凝固温度，进

入线收缩时，接触热节处仍处于液固两相并存状态，强度和韧性较低，在其它部位线收缩使

该处产生的应力超过强度极限时，该处就产生了热裂纹。

设计冒口缩颈，建立了从铸件至冒口逐渐递增的温度梯度，解决了接触热节与铸件之间

温度梯度过大的问题，形成了铸件防裂的“安全区”。冒口通过缩颈冒口对铸件进行补缩，

强化了冒口的补缩作用。缩颈冒口切割面积变小，便于切割冒口。

3.3.3 冒口、缩颈冒口、补贴尺寸设计

为实现顺序凝固，冒口设置在铸件大口位置上平面。上平面放置冒口位置宽度为

105mm，隔断冒口与铸件热节之间的联系，无法顺利补缩。设计宽度 240mm 随形补贴，上平面

放置冒口位置宽度增大到 240mm，保证冒口补缩通道畅[4]。

缩颈冒口由 S400 缩颈发热冒口套形成，在冒口与铸件之间增加了一个金属圆台。圆台上

表面圆周半径 200mm，下表面圆周半径 100mm，高度 200mm。计算冒口缩颈有效模数 M 缩颈

时，圆台的上、下表面为非散热面，侧面为散热面。缩颈冒口几何模数=V 圆台/S 圆台 ，式中 V 圆

台 ——圆台体积，S 圆台 ——圆台侧面面积。经计算，缩颈冒口几何模数为 4.9 cm，发热冒口

模数扩大系数为 1.43，M 缩颈 = 7 cm

根据冒口颈模数，设计直筒发热冒口尺寸为φ400×300，计算冒口几何模数为 7.5 cm，

发热冒口模数扩大系数为 1.43，直筒发热冒口有效模数 M 冒口 = 10.7cm。

铸件、冒口缩颈、冒口三者的模数之比符合下列比例关系：M 铸件 ：M 缩颈 ：M 冒口 = 1：

1.25 ：1.91 。

3.3.4 校核冒口补缩能力

用公式 （GC + GR）×εV ≤ η×GR 校核冒口补缩能力。

式中：GC ——— 铸件毛重，GR ——— 冒口+冒口缩颈+补贴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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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V ——— 铸件体收缩率，取εV = 6.5％。η ——— 冒口补缩效率，发热冒口取η=

40％。经核算，冒口补缩能力足够。

3.3.5 数值模拟软件的运用

利用 CAST/soft 软件对铸件凝固过程进行数值模拟计算，验证冒口补缩能力是否满足铸

件补缩要求，冒口、冒口缩颈尺寸设计是否经济合理，补贴尺寸是否保证凝固过程中补缩通

道畅通[5]。把三维绘图软件 Pro/E 绘制的铸件实体模型加上冒口和补贴后，转换成 STl 文

件，导入 CAST/soft 模拟软件进行实体网格划分，网格数 200 万。根据生产现场实际情况设

置参数如下：铸件材质选用 ZGMn13，初始温度 1410℃。水玻璃砂砂型，初始温度 20℃，重

力铸造，界面传热系数 1000W/(m2·k)。

模拟软件显示铸件凝固过程中各时间阶段凝固情况，凝固时间达到 6010 秒后凝固结束，

凝固结束时冒口补缩情况如图 3所示：

图 3 下部遮盖凝聚结束时模拟显示结果图片

由图 3 可见铸件缩孔全部集中在冒口内，铸件本体组织致密。冒口下部致密部分高度大

约为冒口高度的 1/4，证明冒口设计尺寸合理，实现了充分补缩，经济合理的目标。补贴位

置组织致密，无缩孔缺陷，证明补缩通道畅通，补贴尺寸设计合理。

3.4 热处理工艺设计

分析首钢矿业内部水厂铁矿克虏伯破碎机下部遮盖使用情况，常规热处理工艺因保温温

度和保温时间问题，下部遮盖热处理后心部易出现未溶碳化物，对铸件装机运行的可靠性造

成影响。组织等壁厚试块随炉热处理工艺试验，根据检测结果对热处理工艺进行了调整，高

温保温阶段 1080℃保温 6小时，升温至 1100℃，保温 3小时水韧处理，解决了热处理后铸件

心部存在未溶碳化物的问题。

下部遮盖中添加了 1%钼元素。根据沉淀强化原理，铸件水韧处理后，利用弥散回火工艺

使奥氏体固溶体中均匀弥散分布第二相碳化物质点，对基体组织进行强化。选择 350℃保温 8

小时弥散回火工艺，实现下部遮盖沉淀强化，提高抗磨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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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下部遮盖水韧处理后图片

4 质量控制方案

4.1 缩孔缺陷预控措施

下部遮盖工况条件恶劣，内部组织致密是保证铸件装机后平稳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防

止铸件出现缩裂的必要条件，各工序主要采取以下技术措施消除缩孔缺陷：

造型工序在下箱外皮型腔内刮出中芯减皮，直接打出中芯。以下箱砂型分型面六等分线

为基准，在减皮位置均匀放置 6 件实样补贴。分型面上设置定位销与上箱砂型定位。上箱砂

型内放置发热冒口套时，保证与实样补贴对正。

出钢温度预留吹氩空间，出钢过程中边出钢边吹氩，吹氩 8~15 分钟，柱塞包内钢水测温

1410~1420℃走车浇注。浇注过程中钢水开全流，钢水液面上升到冒口高度的 1/2 后缓流浇

注。冒口浇满后，冲压浇口数次，待钢水液面不下降为止，浇注完毕。

上下箱砂型严格按定位销定位合箱，合箱后检查缩颈发热冒口套与补贴是否对正。浇注

工序缓流浇注时，各冒口内依次加入发热覆盖剂。浇注完毕，各冒口依次吹氧，加热冒口内

钢水，补加发热覆盖剂，进一步提高冒口补缩能力。

4.2 裂纹缺陷预控措施

下部遮盖凝固速度缓慢，碳化物、夹杂物多，高温强度低，裂纹倾向严重，制定冶炼、

铸造、热处理工序防裂措施，具体工艺技术措施论述如下：

4.2.1 冶炼工序

1）高锰钢中碳、硅含量愈高，裂纹敏感性愈高，碳含量控制在 1%左右。硅含量控制在

0.4 ～ 0.6％范围内。磷元素属有害元素，磷含量应控制在 0.05％以下。

2）钢中氧化物增加钢的脆性，降低其抗裂性。出钢前钢包内加入硅钙复合脱氧剂，加强

钢水终脱氧，净化钢液，保证钢中氧化物控制在 2％以下。

3）出钢前吨钢水加入 3公斤稀土，对钢水进行变质处理，起净化钢液，细化晶粒、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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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物生长，改善综合力学性能、提高抗裂性的作用。

4.2.2 铸造工序

1）工艺图纸设计的圆角全部铸出，防止出现应力集中，造成裂纹缺陷。

2）中芯使用七 0 砂芯砂作填充砂，芯内放入松散物，加大芯铁吃砂量，避免砂芯阻碍铸

件收缩。内浇道中部弯折一次，减少铸件收缩阻力。

3）砂型表面使用镁橄榄石砂作面砂，消除“缩沉”裂纹缺陷。

4）推行低温浇注技术，净化钢液，细化晶粒，提高铸件抗裂力。

5）铸件浇注后，砂型原地放置，型内保温 6 天后打箱。铸件打箱后，立即清理内腔砂

芯，热切割冒口，残根留量 100mm 以上

6）工艺设计缩颈冒口，形成铸件防裂的“安全区”。冒口、补贴切割争取一次切割完

毕，避免反复修剪，切割后立即浇水冷却。

7）内浇道、冒口和补贴切割去除后，残根禁止使用电弧气刨处置。内浇道残根使用砂轮

打磨平整，冒口、补贴残根由机加工分厂加工校正去除。

4.2.3 热处理工序

1）热处理窑窑温低于 200℃铸件入窑。700℃以下升温速度＜50℃/h，加热至 700℃均温

2~3 小时，避免因升温速度过快产生新的附加应力，造成铸件开裂。

2）热处理水池淬火前水温应小于 30℃，从窑门开启到铸件出窑入水，时间间隔不超过

90 秒。铸件入水后，在水池内摆动 30 分钟以上，表面温度降至室温时出水。

4.3 下部遮盖内在质量指标及装机运行效果

下部遮盖铸件化学成分符合机械厂内控标准，加工后尺寸精度符合图纸要求。检测附铸

试块金相组织，夹杂物指标为 2A，晶粒度指标为 2 级，碳化物为 X3，内在质量指标符合

GB/T 5680-2010 奥氏体锰钢铸件新国标要求。2018 年 11 月 26 日下部遮盖装机运行，质量可

靠，经统计上机运行时间，使用寿命达到用户要求。

图 5 下部遮盖成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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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下部遮盖类筒形厚壁高锰钢铸件采取顺序凝固原则设计浇冒口系统，可获得组织致密

的优质铸件。

2）采用低温浇注技术生产高锰钢厚壁件，可降低钢中气体和杂质含量、净化钢液、细化

晶粒，改善铸件抗裂性，提高机械性能。

3）缩颈冒口工艺在高锰钢厚大件铸造工艺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

4）使用镁橄榄石砂作造型材料生产超厚大高锰钢铸件，可有效消除粘砂、缩沉裂纹、气

孔、夹砂等铸造缺陷，提高铸件外观质量。

5）采用稀土元素对钢水进行变质处理，添加贵重合金钼元素对铸件进行沉淀强化，可有

效提高铸件抗磨性，延长铸件装机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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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罐高炉无钟炉顶设备结构对布料偏析的影响

徐文轩 1
，

1 高永会 2， 谢建军 2， 程树森 1
， 牛 群 1

， 梅亚光 1

（1.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北京，100083；2.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邯宝炼铁厂，河北 邯郸，056009）

摘 要：本文以国内大型并罐高炉为研究对象，利用离散单元法分析了并罐高炉无钟炉顶设备结构包括上料主皮带方位角、

料罐出口位置、料罐出口倾角、中心喉管直径和旋转溜槽结构对料面炉料偏析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上料主皮带中心

线与两并罐对称面不重合会导致左右料罐布料不对称，由于布料偏析具有遗传性，因此在高炉设计时应避免上料主皮带中心

线与两并罐对称面不重合。料罐出口位置位于料罐中心或靠近高炉中心线以及料罐出口倾角为 70°时有利于将大颗粒布入高

炉中心，小颗粒布入高炉边缘。在中心喉管不堵料的前提下，缩小中心喉管直径有利于减小料面炉料流量偏析。最后，使用

料磨料结构的方溜槽可以有效减小料面炉料流量偏析。

关键词：并罐；高炉；设备结构；布料；偏析；离散单元法

Influence of Bell-less Top Equipment Structure on the Segregation of

Burden Distribution in Blast Furnace with Parallel Hopper

XU Wen-xuan, CHENG Shu-sen, NIU Qun, MEI Ya-guang

(School of Metallurgical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domestic large blast furnace with parallel hopper was research object, the influence

of bell-less top equipment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azimuth angle of main feeding belt, the outlet position of

hopper, the outlet tilting angle of hopper, the diameter of center throat tube and the rotating chute structure

on the segregation of burden distribution on the stock surface was analyzed based on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 burden distribution is asymmetric during the left and right hopper discharging

process due to the main feeding belt centerline not coincidence with the symmetry plane of two parallel hoppers,

the main feeding belt centerline should coincidence with the symmetry plane of two parallel hoppers during the

blast furnace design process due to the genetic characteristic of burden distribution segregation. It is beneficial

to distribute large particles into the center of blast furnace and small particles into the edge of blast furnace

when the outlet position of hopper locates in the center of hopper or near the centerline of blast furnace and

the hopper outlet tilting angle is 70°. Decreasing the diameter of center throat tube is good to reduce the flux

segregation of burden distribution in the stock surface when the clogging phenomenon not occur in the center throat

tube. Finally, using the rectangular rotating chute and adding the rock box on the rotating chute can reduce the

flux segregation of burden distribution in the stock surface effectively.

Key words: parallel hopper; blast furnace; equipment structure; burden distribution; segregation;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1 引言

高炉布料过程，是指炉料从矿焦槽排出，流经矿焦槽、皮带、料罐、中心喉管和旋转溜槽运动至料面

的过程。在高炉布料过程中，由于炉料其自身特性和设备结构影响，炉料最终到达料面后会产生偏析。高

炉是一个由炉料下降运动和气体上升运动组成的逆流多相复杂反应器。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炼铁工作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高炉容积也不断大型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炼铁成本。随着高

炉大型化，炉缸直径和炉喉直径也相应增大，对高炉上部和下部操作要求也更高。高炉内煤气流分布主要

作者简介：徐文轩（1993—），男，博士生；E-mail：xuwenxuan_ust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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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炉内炉料分布所决定，而炉内炉料分布又主要由上部制度所决定，因此，上部调剂也逐渐变得越来越重

要。目前，国内大多数高炉炉顶系统主要分为并罐式和串罐式无钟炉顶。由于并罐式无钟炉顶系统具有赶

料能力强和建设成本低等优点，因此被国内大多数高炉所采用。在并罐式无钟炉顶布料过程中，炉料流经

中心喉管时会偏行于一侧，布入料面后会产生蛇形偏析。因此，减少并罐式无钟炉顶高炉布料过程产生的

偏析，尤其对于大型高炉，是炼铁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大型高炉稳定顺行更是至关重要。对于并罐

式无钟炉顶的固有缺点，炼铁工作者以及研究学者对并罐式无钟炉顶高炉布料进行了大量研究，其研究方

法主要为缩小比例模型实验
[1-4]

、单颗粒数学模型
[5-10]

和离散元仿真
[11-18]

。由于缩小比例模型实验所耗人力物

力较高，而且实验得到的信息有限，不可作为常规研究手段。单颗粒数学模型具有快速计算等特点，但将

炉料颗粒群简化为一质点，不能够系统地分析布料过程炉料粒度分布以及流量分布。近年来，随着计算机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离散单元法被广泛应用于冶金领域，本文将采用离散单元法系统地分析无钟炉顶设

备结构对高炉布料过程炉料偏析的影响。

2 数学模型

在数值计算过程中，离散单元法将炉料颗粒简化为相互独立的离散单元，颗粒间相互接触采用非黏性

接触软球模型，两颗粒碰撞时接触模型由阻尼器、弹簧和滑动摩擦器组成，如图 2 所示，颗粒发生的平动

和转动由其与相邻颗粒或墙壁间的相互作用确定，控制方程如式(1)和式(2)所示。

图 1 颗粒间接触模型示意图

Fig. 1 The schematic of contact model between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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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i，vi，Ii和ωi分别为颗粒 i 的质量、平动速度、转动惯量和转动速度。颗粒所受的力包括重力

mig、颗粒 i 与颗粒 j 间的法向接触力 Fcn,ij和切向接触力 Fct,ij、法向阻尼力 Fdn,ij和切向阻尼力 Fdt,ij、切向转

矩 Tt,ij和摩擦转矩 Tr,ij，切向转矩是由切向力引起颗粒 i 发生转动的力矩，滚动摩擦力矩是阻止颗粒 i发生

转动的力矩。

3 计算结果及讨论

上料主皮带方位角对炉料偏析分布的影响

在并罐高炉无钟炉顶系统中，上料主皮带中心线一般与两并罐对称面重合。而一些钢铁企业在前期建

设时由于场地限制或其他等因素，导致上料主皮带中心线与两并罐对称面呈一定夹角，图 2 所示为国内某

高炉无钟炉顶简图，其中上料主皮带中心线与两并罐对称面呈 22°夹角。无钟炉顶系统建模完成后，利用

离散单元法计算了焦炭分别在左料罐和右料罐布入料面后炉料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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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料主皮带中心线与两并罐对称面呈 22 度夹角时无钟炉顶简图

图 3 所示为焦炭分别从左料罐和右料罐布入料面后炉料体积分布。由图可知，当炉料从左料罐布到炉

喉时，炉喉径向位置-4.8~0 m 之间的炉料体积（料层厚度）小于炉喉径向位置 0~4.8 m 之间的炉料体积（料

层厚度）；而当炉料从右料罐布到炉喉时，其炉喉径向炉料体积分布趋势与左料罐布料相反，但其炉料体积

分布沿高炉中心线不对称。这说明上料主皮带中心线与两并罐对称面不重合直接导致左料罐和右料罐内炉

料分布不对称，而高炉布料过程具有遗传性，故进而影响炉喉径向炉料体积分布不对称。

图 3 炉喉径向炉料体积分布

图 4 所示为炉喉周向炉料体积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当焦炭从左料罐布入料面后，在周向 0~180°区

域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而在周向 180~360°区域内炉料体积基本保持不变。而当焦炭从右料罐布入料

面后，在周向 0~180°区域基本保持不变，而在周向 180~360°区域内炉料体积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与左料罐布焦炭后周向炉料体积分布具有 180°的角度差。焦炭分别从左料罐和右料罐布到料面后周向上炉

料体积的标准差分别为 0.075 和 0.074。由此可见，上料主皮带位置对炉喉周向炉料体积分布偏析程度影响

较小，但会影响炉喉周向炉料体积峰值位置。

图 4 炉喉周向炉料体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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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罐结构对炉料偏析分布的影响

高炉料罐结构对料罐排料过程中炉料流动模式以及炉料粒度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节分别研究料罐

出口位置和料罐出口倾角对料面炉料粒度分布的影响。图 5 展示了不同料罐出口位置和不同料罐出口倾角

炉顶设备三维几何模型。

图 5 不同料罐出口位置和料罐出口倾角示意图

图 6 所示为料罐出口位置对料面径向炉料粒度分布的影响。由图可知，当料罐出口在左时，炉料在料

面径向上粒度分布基本均匀，不利于发展中心气流。而当料罐出口在中时，料面中心区域炉料粒度比边缘

区域炉料粒度大，更有利于发展中心气流，抑制边缘气流。

图 6 料罐出口位置对料面径向炉料粒度分布的影响

图 7 所示为料罐出口倾角对料面径向炉料粒度分布的影响。由图可知，相比于料罐出口位置对料面径

向炉料粒度分布的影响，料罐出口倾角对料面径向炉料粒度分布的影响较小。对于料面中心区域，当料罐

出口倾角为 70°时，炉料平均粒度最大；而当料罐出口倾角为 50°时，炉料平均粒度最小。对于料面边缘

区域，当料罐出口倾角为 50°时，炉料平均粒度最小；而当料罐出口倾角为 60°和 70°时，炉料平均粒度

最大，二者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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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料罐出口倾角对料面径向炉料粒度分布的影响

中心喉管直径对炉料流量偏析分布的影响

在并罐高炉装料过程中，由于炉料在中心喉管内一侧偏行，导致炉料在处于不同方位角的溜槽上有效

运动长度不同，进而引起料面炉料分布偏析。因此，中心喉管直径大小也会对料面炉料分布偏析程度具有

一定的影响。目前国内企业使用的中心喉管直径大小不一，主要有 600 mm、650 mm 和 730 mm 三种，如图 8

所示。

图 8 不同喉管直径示意图

图 9 所示为不同喉管直径对溜槽α角为 37 度料线为 0.3 m 时炉料落点半径的影响。由图可知，当喉管

直径为 600 mm 时，炉料落点半径在料面周向上偏差最小；而当喉管直径为 730 mm 时，炉料落点半径在料

面周向上偏差最大。喉管直径分别为 600 mm、650 mm 和 730 mm 时炉料落点半径标准差分别为 21.42、63.67

和 138.25。因此，在中心喉管不出现卡料的前提下，缩小中心喉管直径有利于控制炉料落点偏析。

图 9 不同喉管直径α角为 37 度时对炉料 0.3 m 料线落点半径的影响

炉料在料面周向上的落点偏析直接影响料层厚度在料面径向上不对称，图 10 所示为不同喉管直径对炉

料在料面径向质量分布的影响。由图可知，由于使用 600 mm 喉管时，位于溜槽出口出的炉料速率在料面周

向不同方位角时的偏差最小，所以炉料在料面径向上的质量分布最接近于对称；而使用 730 mm 喉管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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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溜槽出口出的炉料速率在料面周向不同方位角时的偏差最大，所以炉料在料面径向上的质量分布最不对

称。

图 10 不同喉管直径对炉料在料面径向质量分布的影响

图 11 所示为不同喉管直径对炉料在料面周向质量分布的影响。由图可知，当使用 600 mm 喉管时，料

面周向上炉料质量分布偏析最小；而当使用 730 mm 喉管时，料面周向上炉料质量分布偏析最大。

图 11 不同喉管直径对炉料在料面周向质量分布的影响

旋转溜槽结构对炉料流量偏析分布的影响

目前，在国内钢铁企业使用的布料溜槽主要分为圆溜槽和方溜槽。但是不同企业使用的布料溜槽结构

也不尽相同，一些企业为了延长溜槽寿命，在溜槽上增加一些键槽实现“料磨料”机制，进而减少炉料与

溜槽之间的磨损。然而，圆溜槽与方溜槽以及溜槽上的键槽对布料偏析的影响研究则较为罕见。因此，本

节将研究四种溜槽结构对并罐高炉布料偏析的影响，分别为光面圆溜槽、料磨料圆溜槽、光面方溜槽和料

磨料方溜槽，如图 12 所示。

图 12 不同类型溜槽结构示意图

图 13 所示为不同类型溜槽α角为 37 度时对炉料落点半径的影响。分别使用光面圆溜槽、料磨料圆溜

槽、光面方溜槽和料磨料方溜槽时落点半径标准差为 277.92、83.34、18.90 和 29.86。因此可以可知，使

用光面圆溜槽时炉料落点半径在料面周向上偏差最大，即最不均匀。而当使用光面方溜槽或料磨料方溜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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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炉料落点半径在料面周向上偏差较小。

图 13 不同类型溜槽α角为 37 度时对炉料 0.3 m 料线落点半径的影响

图 14 所示为不同类型溜槽对炉料在料面径向质量分布的影响。由图可知，由于使用光面溜槽时炉料在

溜槽上运动时做的摩擦功较少，导致炉料在溜槽出口的速度较大，进而导致炉料在料面上的落点较远。而

当使用粗糙溜槽时炉料在溜槽上运动时做的摩擦功较多，导致炉料在溜槽出口的速度较少，进而导致炉料

在料面上的落点较近。此外，炉料从喉管落至方溜槽时碰撞损失的动能较大，而落至圆溜槽时碰撞损失的

动能较小。因此，使用方溜槽时的炉料落点半径要比使用圆溜槽时的炉料落点半径小。此外，还可以看出

使用方溜槽时的料面径向上炉料质量分布要比使用圆溜槽时的料面径向上炉料质量分布对称，这与炉料在

不同方位角时溜槽出口的速度差异有关。

图 14 不同类型溜槽对炉料在料面径向质量分布的影响

图 15 所示为不同类型溜槽对炉料在料面周向质量分布的影响。由图可知，使用光面圆溜槽时料面周向

上炉料分布最不均匀，而使用方溜槽时料面周向上炉料分布基本均匀。

图 15 不同类型溜槽对炉料在料面周向质量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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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以国内大型并罐高炉为研究对象，利用离散单元法分析了并罐高炉无钟炉顶设备结构包括上料主皮带位置、料罐出

口位置、料罐出口倾角、中心喉管直径和旋转溜槽结构对料面炉料偏析分布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

（1）计算了上料主皮带中心线与两并罐对称面呈 22°时料面炉料体积分布，结果表明上料主皮带中心线与两并罐对称

面不重合时直接导致炉料在左右料罐内分布不对称，从而左右料罐布料时料面炉料分布偏析程度不同。由于布料偏析具有遗

传性，因此在并罐高炉设计过程中应避免上料主皮带中心线与两并罐对称面不重合。

（2）分别计算了料罐出口位置在左、中和右以及料罐出口倾角为 50°、60°和 70°时料面径向炉料粒度分布，结果表

明料罐出口位置在料罐中心线或靠近高炉中心线以及料罐出口倾角为 70°时有利于将大颗粒布入高炉中心，小颗粒布入高炉

边缘。

（3）分别计算了中心喉管直径为 600 mm、650 mm 和 730 mm 时料面径向和周向炉料质量分布，结果表明中心喉管直径为

600 mm 时料面径向和周向质量分布偏析程度最小。

（4）分别计算了光面圆溜槽、料磨料圆溜槽、光面方溜槽和料磨料方溜槽时料面径向和周向炉料质量分布，结果表明使

用方溜槽和料磨料结构有利于减小料面径向和周向质量分布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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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平整分卷机组自主集成和技术创新

熊伟 1

（大厂首钢机电有限公司，河北省廊坊市）

摘 要： 2007 年首钢迁钢公司建成首条 2250 平整分卷机组，设计年产量 80 万吨，机组运行正常，月产量可达到 6万吨。

2011 年机组产能处于饱和状态，主要用于质量缺陷处理和满足客户卷重要求。而据内部统计，迁钢需要平整处理的热轧酸洗

板和薄规格商品卷等，年需求将达到 130 万吨。平整处理已成为制约迁钢热轧产品产能的瓶颈，因此考虑新建 1580 平整分卷

机组成为满足需求的必然选择。在 1580 钢卷库建设 1580 平整分卷机，同时节约了钢卷倒运到 2250 平整分卷机组的费用。故

首钢机电在消化吸收米诺等国外高端平整机技术的基础上，自主集成设计创新并成功建成了 1580 平整分卷机组。

关键词：平整；开卷；卷曲；工艺；创新；布局；

中图分类号：TF31（钢铁冶炼机械与生产自动化）

文献标志码：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机械厂是首钢制造业的支柱企业，是冶金成套设备的制造基地。首钢机电有限

公司机械厂依靠其自身高精尖设备和经验丰富的设计团队成功合作制造出了迁钢 2250 平整分卷机组。根据

以往经验和 2250 平整分卷机组在线生产使用情况汇总，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机械厂对其工艺布局和加工

制造流程进行优化升级，通过自主集成和技术创新，将其优化的技术方案体现到了迁钢 1580 平整分卷机的

生产制造过程当中。

1.工艺设备布置技术创新

1.1 工艺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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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艺流程简图

1.3 优化设备布局

1580 平整分卷机组作业线布置在 1580 热轧成品库 A-B\B-C 跨西端位置。平整机主轧制线在 B-C 跨内，

顺跨布置，轧制方向从东向西，主轧制线长度 16.420 米（开卷机和卷取机中心距）。轧制线标高＋1100mm。

轧制中心线距离B柱列线19300，平整机中心线在4号柱西2500位置。设备地坑边缘到铁路运输线中心4450。

机组液压站等设置在地下室，变压器站、主电室、地下室通风风机、除尘风机均布置在车间 B-C 跨最西端

位置，主电室地下联通地下室。

生产线入口步进梁运输机，设置在 B-C 跨平行于轧制线布置，步进梁固定鞍座上钢卷卷眼方向与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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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钢卷安放一致，即钢卷的轴线垂直于步进梁运动方向。优势在于省略了旋转鞍座，并且步进梁 4 个鞍座

直接接受天车吊运的钢卷（不用钢卷吊具旋转功能），可减少固定鞍座数量和缩短步进梁总长度。优化工

艺布置后，上卷小车走行行程压缩至 10500。

优化主轧制线工艺设备设计，在分段剪后设置剪后摆动台，预留带钢表面质量检查仪表安装位置，为

质量检验员设置人工检查平台，为主操作控制室扩大面积提供了空间位置。优化工艺布置后主轧制线长度

仅 16.420 米。轧制线测速在入口、出口转向辊进行。

卸卷区域卸卷小车将钢卷从卷取机上卸卷，将钢卷提升至一定高度并旋转 90°后，运输到出口 1#步进

梁运输机的接卷位置放下，卸卷小车走行行程仍为 8800，但使钢卷旋转 90°的旋转鞍座优化为单个旋转液

压缸驱动。出口 1＃步进梁运输机在 B-C 跨平行于轧制线布置，优化设计为 4 个固定鞍座，1＃鞍座用于从

卸卷小车上接受钢卷；2＃鞍座用于称重和检查、写号；3＃鞍座用于圆周打捆；4＃鞍座用于中间存储并具

备人工周向打捆条件。通过出口旋转鞍座，钢卷转送到与 1#步进梁运输机垂直布置的出口 2#步进梁运输机，

出口 2＃步进梁运输机设置 5个固定鞍座，最后 2 个固定鞍座为卸卷位置布置在 A-B 跨内，A-B 跨天车吊走

钢卷完成卸卷。

生产线地上部分除机组设备外还布置了操作箱、控制箱、部分液压阀台及蓄能器、压缩空气总阀站，

智能干油系统，除尘风机及管道均在地上设备周围设置。

地下液压室地面标高-6190mm，最大尺寸 19200X18000。优化布置了高压液压系统、低压液压系统、齿

轮箱稀油润滑系统等。除相连的轧制线地下室和上卷小车、入口步进梁地下室标高-5800mm 外，出口区卸卷

小车、出口 1#、2#步进梁地下室标高-6190mm。采暖通风管道，各种阀台、控制箱、蓄能器地下室分散布置，

电气供电和控制电缆、液压、润滑、压缩空气、水等介质管线均通过地下室送到设备需求点附近。

2. 开卷机、卷取机主要技术创新

2.1 开卷机

1）优化后结构简述：开卷机位于轧制线的入口，开卷卷筒接受并涨紧运卷小车输送的钢卷，驱动打开

钢卷使钢带进入生产线，并在机组运行中使带钢保持一定的张力。开卷机卷筒为液压涨缩、悬臂型卷筒，

开卷机由底座、卷筒、齿轮箱、传动装置等组成。开卷机上方设置了压紧辊和深弯辊，安装在开卷机外围

钢结构台架上。压紧辊穿带时启动压住钢卷，防止松卷并辅助开卷机开卷。在带头顺利地进入夹送辊后，

夹送辊压下，压紧辊抬起来，深弯辊下降投入工作，把带钢向开卷相反的方向压弯，避免了由于带钢表面

金属超过屈服点形成的所谓的“吕德斯带”。

2）开卷机优化后主要性能参数：

钢卷开卷方式：上开卷

开卷速度：0－300－600 m/min

开卷张力：一档最大速度 600 m/min 时 990KN
二档最大速度 300 m/min 时 18180 KN

卷筒公称直径：762 mm

直径胀缩范围：690780 mm

卷筒长度：1785mm
卷筒心轴材质：合金锻钢

扇形块材质：合金铸钢

涨缩液压缸：Φ420 /Φ120x124mm （1 个）

CPC 横移液压缸：Φ320 /Φ200x300mm （1 个）

对中调节行程：150 mm（CPC 控制）

齿轮箱传动比： 10.638（一档），5.384（二档）

578578



齿轮箱变速气缸：Φ100 /Φ25x80mm （1 个）

交流变频电机：1台 AC 电动机，功率 850 kW，转数 500/1410 rpm

齿轮箱润滑：集中稀油润滑系统

润滑方式：集中干油润滑、手动定期干油润滑

压紧辊主要性能参数：

压紧辊直径 x 辊身长度：Φ300mmx750mm （1 个）

压紧辊摆动液压缸：Φ160/Φ70x540mm （1 个）

压紧驱动液压马达：排量 250cm3，速度 360rpm，流量 90dm3/min

深弯辊主要性能参数：

最大压下力： 200KN

深弯辊直径 x 辊身长度：Φ200mmx1533mm （1 个）

深弯辊材质：锻钢，表面淬火

支撑辊直径 x 辊身长度：Φ250mmx1216mm （2 个）

支撑辊材质：锻钢，表面淬火

深弯辊摆动液压缸：Φ120/Φ90x1050mm （2 个）

深弯辊 CPC 移动缸：Φ100/Φ45x300mm （1 个）

深弯辊对中调节：150 mm 与开卷机 CPC 同步

3）开卷机芯轴设计：

开卷机核心设计是卷筒芯轴的结构构造，优化后卷筒涨缩行程 98.92mm 即可实现涨缩所需数值，卷筒

工作长度 1785mm，确定外支撑中心点位置距悬挑轴承最近支撑点为 2480mm，此支撑点处设计双列圆锥滚子

轴承进行支撑。

开卷机设计人员利用三维设计软件进行设计和装配校核，将开卷机设备一一进行计算机绘图建模，并

进行设计软件中部件装配和设备总装，最后加以驱动，模拟试动作，避免设备动作不到位和部件之间发生

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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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力卷取机

1）优化后结构简述：张力卷取机布置在平整分卷机组生产线的出口位置，用于将生产线处理后的带钢

卷取成钢卷，并在卷取时给带钢施加足够的卷取张力。张力卷取机由底座、卷筒、齿轮箱、传动装置、压

紧辊、卸卷器等组成。卷取机单独设置下部压尾辊，安装在出口张力辊组设备的卷筒外支撑、EPC 对边装置

等为卷取机服务。

卷取机卷筒为液压涨缩、悬臂型卷筒，由涨缩液压缸、拉杆、芯轴、涨块、滑块、扇形板、扇形钳板

等组成。带钢卷取时，液压缸带动拉杆，使斜楔涨块移动，带动卷筒周向的四块扇形板涨开。斜楔滑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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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着扇形板的两翼，涨径时作径向位移而向外伸出，斜楔滑块顶面能与扇形板构成一整圆（闭式卷筒），

因此卷取薄带材时也不会产生压痕。四斜楔式卷筒形状对称、动平衡性能好。带钢穿带台将带钢引入钳口，

将带头夹紧，主轴旋转将带钢卷取成钢卷。

卷筒由四个合金钢锻造的扇形板组成，其中一个扇形板带有钳口用于夹紧带钢头部。带钢穿带台将带

钢引入钳口，通过扇形块扩张将带头压紧，依靠钳口舌板夹紧带钢。对于下列不同厚度的带钢需用不同尺

寸对应的舌板：13mm；36.5mm;6.59mm；912.7mm。

2）卷取机主要性能参数：

卷筒公称直径：Φ762mm

直径涨缩范围： 742762 mm

卷筒工作长度：1600mm

卷筒心轴材质：合金锻钢

扇形块材质：合金锻钢

最大卷取速度：0－300－600 m/min

卷取张力：一档最大速度 600 m/min 时，15150KN

二档最大速度 300 m/min 时，30300KN

驱动电机：1台 AC 电动机，功率 1600 KW，转数 540/1500 rpm

减速机速比： 5.892（一档），11.775（二档）

涨缩液压缸：Φ350/Φ120x90mm （1 个）

横移液压缸：Φ320/Φ200x200mm （1 个）

变速用气缸：Φ100 /Φ25x80mm （1 个）

EPC 横移行程：±100 mm（max）

对边精度：±1mm

卸卷器主要性能参数：

卸卷液压缸：Φ100/Φ70x1650mm （1 个）

刮板液压缸：Φ32/Φ14x50mm （1 个）

压紧辊主要性能参数：

压紧辊直径 x 辊身长度：Φ250 × 1000 mm （1 个）

辊子材质：合金钢，表面挂胶

摆动液压缸：Φ100/Φ70x385mm （1 个）

压尾辊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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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尾辊直径 x 辊身长度：Φ250 × 1000 mm （1 个）

辊子材质：合金钢，表面挂胶

摆动液压缸：Φ125/Φ56x725mm （2 个）

3. 矫直机主要技术创新

1）矫直机结构示意图

2）矫直机优化后结构简述：

矫直机布置在入口夹送辊和平整机之间，用于对钢带进行矫直。同时，利用矫直机的最后一对矫直辊

可以使带钢头部有轻微的下弯，以便容易穿入平整机。矫直机由机架、连接横梁、下矫直辊、上矫直辊、

辊缝调整装置、驱动装置等部分组成。

驱动侧、操作侧矫直机机架为焊接钢结构，通过键槽定位螺栓连接安装在入口设备底座上，对中精度

更加精准。机架中间装配上下矫直辊组，通过调整矫直机下部轴承座的垫片，调整轧制线标高。

上下矫直辊是进行板材矫正的主要部件，上下矫直辊交错排列。矫直辊共 6 个，3 个上矫直辊，3个

下矫直辊，矫直辊组由轴承座、辊子、轴承等组成，矫直机共有 3 个上矫直辊组和 1 个共用轴承座的下矫

直辊组。上下矫直辊轴承座，通过滑板固定在矫直机机架窗口。矫直辊由合金钢制成，通过表面淬火，达

到高硬度辊面和良好的耐磨性，具有承受较大接触应力等优点，并且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高，提高了被

矫钢板的表面质量，矫直辊采用四列圆柱滚子轴承承担径向负荷，深沟球轴承承担轴向负荷。

采用液压装置对上矫直辊进行升降和辊缝调整，由 6 个液压缸、液压缸与轴承座连接头等组成。工作

时，液压缸带动 2 个上矫直辊轴承座，沿机架内侧的滑板上下移动，通过位置传感器控制升降行程，可根

据板材厚度、宽度、材料及原始曲率调整其开口度大小，实现辊缝的精确调整，保证钢板的矫正质量。

矫直机驱动装置，由底座、交流变频电机、减速机、分配箱、万向接轴等组成。减速机及分配箱齿轮

采用合金结构钢，表面淬火，磨齿处理，通过万向节轴对 6 个矫直辊进行驱动。驱动装置为 6 个矫直辊和

夹送辊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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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直辊辊组的更换通过矫直机换辊装置完成。

矫直中带钢表面脱落的氧化铁皮，经吹扫收集由卸料小车带走。

矫直机上方布置 1 套烟气吸收装置，吸收来自矫直过程中的灰尘。

3）矫直机主要性能参数：

可矫直带钢的厚度范围：1.0 -12.7mm

最大矫直速度：第一范围 0-600 米/分

第二范围 0-300 米/分

机架总轧制力： 2000 KN

单根矫直辊的轧制力： 800 KN

压下液压缸最大工作压力：20MPa

矫直辊数量：6个

矫直辊材质：86CrMoV7，感应淬火深度 8－10 mm，硬度 85－90 Shore C

矫直辊直径：240 mm（修磨后的最小直径 225mm）

矫直辊辊身长度：1650 mm

预计磨削间隔：每 3000/4000 小时磨削一次

工作辊间的直径偏差总计：最大 0.2 mm

主驱动电机：1台交流变频电机，功率 950 KW，转速 0-1500rpm.

减速比： 第一范围 1：1.72

第二范围 1：3.44

齿轮箱变速气缸：Φ63/Φ25x45mm （1 个）

辊缝调整液压缸：Φ160/Φ110x235mm （6 个）

润滑：变速齿轮箱、分配箱采用集中齿轮箱稀油润滑系统

矫直辊换辊装置性能参数：

最大移动行程：2564mm

减速机速比：1：5（人工驱动）

氧化铁皮卸料小车性能参数：

移动行程：9380mm

驱动液压马达：排量 150cm3，速度 26rpm，流量 15 l/min（1 个）

结论：

1）平整分卷机组设备结构复杂，加工难度大，制造精度高，特别是列入制造技术攻关项的大型钳口式卷曲

机芯轴的加工及装配，卷曲机芯轴的尺寸大、精度高、结构复杂，十字槽、长半园孔加工难度很大。芯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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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时，由于此卷曲机芯轴结构复杂有三层滑移面，刮研面多，扇形板、涨块、滑块、扇形钳、扇形钳舌

槽各件外园，需组装后才能车成，用来消除刮研斜面及芯轴的加工误差。卷曲机芯轴加工及装配的成功，

开辟了机加工行业对高精度要求长孔的加工新思路、新工艺，对大型钳口式卷曲机制造树立了一个新的里

程碑。

2）2014 年 2 月 23 日，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机械厂自主集成设计、制造的迁钢 1580 平整分卷机组重卷模

式第一卷过钢成功，顺利进入带负荷调试阶段。4 月份 1580 平整分卷机组投入试生产，截止 2014 年 7 月

29 日 0:00 时，1580 平整分卷机组累计产量 7.8831 万吨（4 月：15850.43 吨；5 月：21580.07 吨；6 月：

18598.49 吨；7 月：22802.10 吨）。投产初期实际产能考虑按年设计产能的 40%~70%计算，成品率按最低

95%计算，平整增加产值按每吨 50 元计算：预计 1580 平整分卷机组年经济效益 1140~19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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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型仪在 1420单机架机组上的应用介绍

王少安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对于京唐彩涂部 1420单机架而言，带钢板型直接影响产品质量，因此对于带钢板型的控制与调整

显得尤为重要，而板型仪就是检测带钢板型的重要设备，板型仪在单机架轧机轧制过程中起到检测带钢板

型的作用，测量结果直接参与轧机压下控制。彩涂部 1420单机架选用的板型仪为 ABB公司的接触式板形

仪，本文将对其测量原理，系统组成与实际应用进行介绍。

关键词：京唐；彩涂部；板型仪；接触式；压下控制

Application of plate type instrument in 1420 single frame unit of Beijing

and tang dynasty color coating department

Wang Shaoan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angshan 063200)

Abstract：For jing tang ction of 1420 single stand, zone plate type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so for
zone plate type of control and adjust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the plate type instrument is the important
equipment detection zone plate type, plate type instrument in a single frame in the process of rolling mill have the
effect of detection zone plate type, the measured result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rolling mill pressure under
control.The plate type instrument selected for the 1420 single frame of color coating department is the contact type
plate type instrument of ABB company.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its measuring principle, system composi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 Jing tang; Cai tu; Plate type instrument; Contact; Under the pressure control

0 前言

板型仪是冷轧彩涂部 1420 单机架轧机重要的设备之一, 它的工作状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产品的板型是否有浪型,影响产品质量。

板型仪在单机架轧机轧制过程中起到检测带钢板型的作用，测量结果直接参与轧机弯辊控

制。主要板型辊、STU 信号传输单元、冷却系统、板型控制柜组成。板型辊内部传感器通入

2000HZ 高频电流，产生磁场。由 STU 单元编码器测量辊子转速及角度，判断传感器区域。检

测板型反馈给控制柜计算机，由计算机通讯传输给自动化一级、二级系统。

1. 板型仪工作原理

板型仪的测量原理就是利用压磁原理制成的，板形辊被分成 26 个测量区域，每个测量区

域有 4 个传感器，当有压力在传感器上时，就会有电信号通过 STU 单元发送给基本测量单元，

板形计算机通过计算各个传感器的压力值，从而得到带钢的平直度信息。

图 1 板型辊

FIG. 1 plate roll

1.1 安培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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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直导线中的安培定则：用右手握住通电直导线，让大拇指的指向电流方向，那么四指

的指向就是磁感线的环绕方向。

图 2右手螺旋定则

Fig.2 right hand helix rule

通电螺线管中的安培定则：用右手握住通电螺线管，让四指的方向与电流方向一致，那么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磁场的 N极。

图 3 通电螺线管安培定则

FIG. 3 ampere rule for energized solenoid

压磁原理指即在机械加载的情况下，导磁材料的磁性能将发生变化。测量元件是由特殊处

理的金属薄片叠压而成，初级和次级线圈通过传感器中的四个孔以同一方向垂直绕制。传感器

工作时，在初级线圈中通以交变的电压，无机 械加载时由于两个线圈时垂直绕制的，他们之

间没有磁耦合，因此载次级线圈中没有感应电压。当受到机械加载时，初级线圈产生的磁场模

式发生变化，部分磁通将耦合到次级线圈。此时，次级线圈中感应出一个交变的电压，此感应

电压与传感器受到的机械加载成正比。

图 4磁场变化

Figure 4 magnetic field changes

2. 板型仪系统构成

板型仪系统包括 4 部分： 板型辊、STU 信号传输单元、冷却系统、板型控制柜。

2.1 板型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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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轧机板型辊分 26个区，每个区宽度为 52mm。

图 5 板型辊分区

FIG. 5 plate roll partition

图 6 板型辊实体

FIG. 6 plate roll entity

2.2 STU 信号传输单元

STU 全称 Signal Transmission Unit，STU 单元主要用于板形辊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安装在板

形辊的操作侧。由信号单元、供电单元、编码器等组成，由于板形辊在不停的旋转，用碳刷供

电，由于存在摩擦，就需要润滑，甚至会发热，再加上电路板也会发热，所以需要加湿单元提

供湿空气和冷却空气。这里编码器采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不仅可以测量板形辊的旋转速度，

还可以测量板形辊的旋转角度。测量旋转角度的目的是判断对应个角度传感器正在测量。

图 7 STU 实体图

Figure 7 STU entity diagram

2.3 冷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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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湿单元主要是给 STU 单元提供湿空气和冷却空气，湿空气用于 STU 单元的润滑，冷却

空气用于 STU 单元的冷却。

加湿单元组成部分：水罐、液位低预报警开关、液位低报警开关、过滤器、

加湿空气流量检测开关、冷却空气流量检测开关、空气压力开关、空气压力机械表、管道

连接器。

空气压力标准：

环境温度≤35℃ 最小压力 0.3MPa
环境温度≥35℃ 最小压力 0.5MPa

流量：

加湿空气流量 0.05 Ndm3/s
冷却空气流量 1.65 Ndm3/s

图 8 空气加湿单元原理图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air humidification unit

2.4 板型控制柜

板型控制柜由励磁单元、基本测量单元、板型计算机、工程师站、I/O输出模块、电源、

接口端子排等设备组成。励磁单元PFSA140主要是给板型辊提供测量所需的高频电流。基本测

量单元由数字信号处理板、数据集中器和通讯板组成，板型辊测量出来的信号通过信号处理板

处理后，被数据收集板收集，送给通讯板进行计算处理，然后连接到板型计算机。板型计算机

用于板型数据的计算，工程师站用于板型系统的维护操作。

图 9 控制柜

FIG. 9 control cabinet

励磁系统故障可能原因及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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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LED
条件 可能原因 尝试处理办法

2
主电源波动超出限幅

+10% -15%
电源选择不正确

接线端子松动

检查变压器上的电源选择

测量进线电压

检查端子连接和接地线

3 or 4 辊 A或辊 B 电流偏低

辊 A或 B 连接断

开

励磁回路开路

检查辊 A或辊 B 的电气回路

连接

5 or 6
辊 A或辊 B 的电源回

路有超出限幅的扰动电

流

两个环路中其中

一个回路开路

STU 一次侧刷架

磨损坏

检查 辊 A或 辊 B 的电气

连接并测量环路电阻或输出

电压

7 or 8 辊 A 或辊 B 有高失真
在励磁环路有不

规则的电路开路

检查 STU 内部的电气连接和

振动.STU 与板形辊的连接不

良

9 内部供电电压故障

元器件损坏、短

路进线电压故

障.

检查进线电压.
更换 PFSA 140

表 1励磁系统故障处理办法

Table 1 Failure treatment of excitation system

BMS全称Base Measurement System。

测量单元框架基本构成：

电源模块MPS015

微处理器模板MVME2101-1

数据采集器模板PFSK 152

数字信号处理模板PFSK 151

图 10 BMS 系统

Figure 10 BMS system

BMS 系统故障可能原因及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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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标示 颜色 描述

24V-ON 24V-OK 绿色 I/O 来的内部 +24V 直流电源已接通并且在限幅范围内

3.3V-ON 3.3V-OK 绿色 指示本地 I/O 来的+3.3V直流电源已接通并在限幅范围内

DSP-运行 DSP-Run 绿色 指示数据采集器板处理器及程序正在执行,如果处理器故障此灯将灭

同步 SYNC 绿色
指示编码器的当前位置 SYNC-信号(每转闪亮一次)

仿真时同样会亮

方向 DIR 黄色

指示测量辊的转动方向

亮 = 逆时针(ABCD)方向

灭 = 顺时针(ADCB)方向

DSPC-发送

/正常
I1 黄色 指示数据采集期器板的当前状态 处理器发送访问给 DPM

MPC-发送 I2 绿/红
指示 MPC-微处理器的状态发送访问给数据采集器板的 DPM, 通过

VME-总线

力测量 I3 绿/红 指示为正常力测量状态或准备测量

服务 I4 绿/红
指示服务状态 (比如：通道-倾斜-辊-校准, 配置, 等). 当红灯亮/

闪亮,BMS需要服务

辅助

信息
I5 绿/红

服务状态下的辅助 LED 显示

测量辊校准

在 zone acknowledge时: LED 亮绿 1秒钟

在 SSCF Save时: LED 亮绿 (成功) 或亮红 (失败) 2秒钟备份

在 Dump 时: LED 亮红，在整个打包过程中；

LED 亮绿, 1秒钟，在成功打后 (这会在每个包含项目中重复)

在 Load 时: 与 Dump 时一样

通道校准: 在 CSCF Save 时: LED 亮绿 (成功) 或亮红 (失败) 2

秒钟

倾斜校准: 在 SBCF Save 时: LED 亮绿 (成功) 或亮红 (失败) 2

秒钟

Flash 保存配置时: LED 亮红, 在整个打包过程;

LED 亮绿 1秒钟，在成功打包后.

系统

正常
I6 绿/红

亮绿表示仪器/单元的供电电压正常

LED亮红 (常亮或闪亮) 说明有严重的故障

亮绿 - BMS 正常 - 仪器正常=1 & 电压正常=1

红快闪亮 - 仪器正常=1 & 电压正常=0

红慢闪亮 - 仪器正常=0 & 电压正常=1

红常亮 - 仪器正常=0 & 电压正常=0

励磁

正常
I7 绿/红

该 LED 亮绿说明测量辊励磁单元正常.当该 LED 亮红 (常亮或闪

亮) 说明有严重的错误.

亮绿 - 测量辊励磁单元接通并正常

红闪亮 - 测量不准确

红常亮 - 励磁电源关断(失败)

灭 - 励磁单元关断 (不使用)

24V外部-

正常
指示外部 +24V直流电源可用.

表 2 BMS 系统故障处理办法

Table 2 fault treatment of BM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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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 LED I2 至 I7 闪亮, 那么则是数据采集器板和 MPC 板之间的通讯中断。LED I2
至 I7 在启动过程中(闪) 亮, 则是正常的。

3 结论

在单机架轧制过程中，板型检测是调整中间辊弯辊、工作辊弯辊的必备条件，对改善带钢

板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一系列技术改进，板型仪的稳定性有了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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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钢水下渣检测技术应用

于志旺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京唐运行事业部，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国内外转炉钢水下渣检测技术的发展情况，结合设备的检测原理，提出了

转炉钢水下渣检测装置应重点关注的技术环节，同时对下渣检测装置在企业中的应用前景进行

了展望。

关键词：下渣检测；原理；应用

0 引言

随着现代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对钢铁品种和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为了生产高级别

钢种，冶炼工艺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显得尤为重要，下渣检测装置的使用便是其中的应用之一。

钢渣中因很有 FeO,MnO 和 P2O5 等不稳定氧化物和杂志，如果大量混入钢水中，则易造成钢水

回磷和氧化铝等夹杂物的产生，进而影响钢水的纯净度。在转炉出钢过程中 ,合理控制下渣量

可以降低合金用量﹑防止钢水回磷和提高钢水洁净度。特别对于汽车板等高级钢种 ,对转炉下

渣量的控制要求极其严格 ,控制不当能够直接导致产品降级。

1 系统构成

红外下渣检测系统主要有三大部分组成，即安装在现场的红外检测单元，安装在控制室的

主控单元和安装在摇炉控制室的显示及声光报警单元，如图 1所示。原理图如图 2所示。

图 1 系统检测设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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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下渣报警原理图

红外热成像检测是依据相同温度下不通物体具有不通放射率的无力特性进行的。具体数，

就是随着波长的增加，钢水与钢渣的放射率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此原理，使用红外检测技术

就可以将出钢温度下的钢水和钢渣分辨处理，在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将钢水与钢渣用两

种不同的颜色表示，就可以看到出钢出渣了。这样就可以铜锁摄像及显示评估装置实时监控出

钢过程，当出现下渣时，检测系统可通过图像和声音进行预警或报警，从而及时利用人工或自

动控制系统来进行挡渣，抬炉，实现下渣控制。

2 系统特点

红外下渣检测系统依靠先进的设备和自动化技术，对钢渣分辨的准确性较人工观测显著提

高。与其他检测技术相比，红外热成像下渣检测技术具有检测准确率高，受周围环境因素影响

小，操作方便，维护简单，运行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首先，将图像上钢水和炉渣设定为不同颜色，使操作人员清晰辨别。从易分辨角度出发，

首钢将钢水设为红色，炉渣设为绿色。另外，颜色与钢水温度，氧化性等直接相关，结合首钢

钢水温度，氧化性及下渣时实际检测的颜色情况对系统颜色设定进行了调整，优化。通过优化

调整，保证了颜色与下渣情况良好对应，且操作人员易分辨，易掌握。图 3为某炉钢出钢结束

时画面，左侧为目测画面，右侧为下渣检测分析画面。

目测画面 下渣检测分析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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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出钢结束时画面

其次，要进行设备调教，对系统报警响应时间等功能指标进行系统优化。系统报警响应时

间是从检测出下渣量达到报警值到系统报警的时间，是系统的重要性能指标。通过调教和优化，

保证系统响应时间最短，最稳定。

再次，结合时间调整检测的准确性，设定最佳报警值。在生产中，结合出钢口实际情况和

实际计算的下渣量与检测数值警醒对地，累计数据对系统进行校验，提高其准确性。图 5为下

渣检测软件检测渣量原理图

图 5 下渣检测软件检测渣量原理图

AMEPA 下渣检测系统核心技术就是图像处理，由于钢水和钢渣的颜色不一样，通过软件

处理，进行判断。钢渣颜色比钢水颜色亮，软件中设定一个代表钢渣颜色的阈值，当颜色超过

设定阈值时，进行下渣报警。

通过软件将颜色转化成数值。图标最左侧标示最暗，最右侧标识最亮。最暗是 0，最亮是

255。（通过软件处理最亮时显示为绿色）。

3 参数的调整

3.1 改变 LEVEL 值

打开摄像机参数调整界面，改变 LEVEL 值能够让柱状图水平移动，LEVEL 值减小，水平右

移，LEVEL 值变大，水平左移。通过调整 LEVEL 使柱状图的峰值大致在 128。（如下图）

3.2 调整 SPAN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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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SPAN 值，能够改变柱状图的宽度，SPAN 越大，柱状图越窄，SPAN 越小，柱状图越宽。

通过调整 SPAN，使柱状图宽度大致为 60

3.3 调整 LEVEL

再次调整 LEVEL，让柱状图水平移动，使右边界在 170.

更改之后的曲线变化

一般情况下钢渣临界值设置范围在（210-230）之间，通常不要去调整这个值，这是判断

钢渣的一个计算值。因为设备运行不稳定的只是摄像机传感器，我们一般情况下，只需改变摄

像机的参数，使其进行匹配。

作者联系方式：

姓名：于志旺

手机：1513158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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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大型转动设备振动在线监测试验研究

张家川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基于首钢京唐公司能源部大型设备（空压机，汽轮机，氮压机，加压机，鼓风机）振动

在线监测装置，检测不同振动参数下机组轴振均值、瓦振均值、壳振均值等参数，通过振动频

谱图、轴心轨迹图、时域波形图等实时图谱分析轴位移偏差、相位差随振动参数的变化规律，

并讨论了非正弦振动波形的特征。结果表明，振动在线监测装置实现的频谱图、轨迹图，具有

较高的频率诊断分析能力，从而及时分析及诊断出设备的状态和故障，更大限度地延长所有设

备部件的寿命，挽回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关键词：大型转动设备；轴振；瓦振；壳振；频谱图；轨迹图；波形图；振动在线监测

Experimental study on on-line vibration monitoring of large rotating

equipment in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Tangshan

operation business department, Tangshan 0632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vibration on-line monitoring device of large equipment (air

compressor, steam turbine, nitrogen compressor, pressurizer, blower) of the Ministry

of energy of Shougang Jingtang company, the mean value of shaft vibration, bearing

vibration, shell vibration and other parameters of the unit under different vibration

parameters are detected, and the variation of shaft displacement deviation and phase

difference with vibration parameters is analyzed by real-time atlas such as vibration

spectrum diagram, axis track diagram and time domain waveform diagra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 sinusoidal vibration waveform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trum chart and track chart realized by the vibration on-line monitoring

device have high frequency diagnosis and analysis ability, so as to analyze and

diagnose the status and fault of the equipment in time, prolong the life of all

equipment components to a greater extent, and recover unnecessary economic losses.

Key words: Large rotating equipment; shaft vibration; bearing vibration; shell

vibration; frequency spectrum; track chart; waveform chart; online vibration

monitoring

1 前言

设备振动监测与诊断是设备维护修理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正在日益成为设备维修管

理工作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此项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对确保机械设备的安全，提高产品质量，

节约维修费用以及防止环境污染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首钢京唐公司经过最初几年的建设发展，对设备的维护管理已经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设

备状态监测技术在现场各站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做到了无故障时放心运行，有故障时及时报

警。但是，当有故障报警后，由于缺乏精密诊断工具和方法，对于故障的种类、原因、部位和

严重程度不能够做到及时判断。设备故障种类有很多，且许多故障非常隐蔽，如轴向窜动、转

子碰摩、滑动轴承油膜共振、滚动轴承故障、齿轮故障、不平衡、不对中等。当有故障报警后，

不及时诊断出故障种类、原因、部位和严重程度，将严重现场机组运行的经济性和安全性，严

重影响正常生产。一旦现场机组发生事故，将导致生产系统瘫痪，并产生重大污染和严重的经

济损失。所以，非常有必要在现有的“振动监测系统”有关硬件软件的基础上，增加“精密诊

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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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厂区的扩大，设备数量的增多，现有的管理人员很难及时了解所有设备的运转情

况,这就需要把各个设备站点的“振动监测系统”集成到一个平台，做到集中监测。

2 振动在线监测系统及技术研究

2.1 项目建设目标

设备集中监测与精密诊断技术在大型钢铁企业当中应用较少。因此我们在充分调研，

不断改进，发挥自主创新能力，用先进理念指导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这样一个系统，能够将京

唐公司能源部现场各站点的状态监测系统整合到一个平台，既可为管理和决策人员提供全厂设

备的实时状态信息，又可提供全面的设备监测诊断方法和手段。最终达到以下目标：延长京唐

公司设备的正常运行时间：消除非正常停机、优化维修计划、提高设备的可靠性；降低京唐公

司设备维修成本：消除不必要的部件更换、避免设备损坏的发生、优化人力资源；资产整合与

人员安全：实时机器状态评估、在机器状态危险时停机。

2.2 总体思路及解决方案

本项目的技术路线贯彻边开发、边改进、边推广运用的方针，在研发过程中不断完善技术，

并及时集成到系统中，增强系统功能。充分利用已在设备应用的系统所收集的实际数据，完成

相关技术的开发和验证。

项目实现监测诊断的思路如下：首先基于可靠的硬件设计和海量数据存储和处理技术，将

振动和温度信号准确的采集到系统中。利用设备运行工况智能识别技术，识别当前设备所处的

外界工况类别，然后将监测到的振动信号送入信号分析模块，完成对信号的分析和处理并返回

处理结果；第三步将信号分析结果、原始信号的时域统计特征、当前工况参数等送入到针对当

前工况类别所预先建立的异常检测模块（针对每一类型的工况有单独的异常智能监测模块），

完成异常检测，如果发现异常，则发出报警；第四步，对于异常的状态，可将上述的信息送入

基于案例推理的故障诊断模块，从其中找出和当前案例相似的故障已完成诊断和故障定位。（1）

海量数据存储和处理技术主要针对本监测系统所选用的数据库，借鉴目前海量数据处理的新技

术，研究高效索引的建立方法以及可扩展、高度容错的硬件结构，从软硬件上同时保证数据的

存储和检索速度；引入专用的批量加载工具以及交换分区方法，解决传统海量数据处理方法中

无法同时加载和查询的矛盾。（2）设备运行工况智能识别技术首先收集所监测设备历年来的运

行工况参数，基于对其工况特点的统计分析，给出对其工况的合理分段（确定工况类别数）；

根据正常工况下设备的功率、针对幅值等信号，将每一组工况参数分到不同的类中，形成带有

类别标签的样本集。然后利用这些样本训练多类分类支持向量机模型（支持向量机：新型人工

智能技术，可完成智能分类、趋势预测等功能，较传统的神经网络等技术对样本需求量少，分

类效果更好）。然后将此模型应用到设备，则可以通过输入当前的工况参数到此模型，模型会

自动给出当前工况的类别。（3）基于案例推理的设备系统故障诊断方法此部分主要的工作是构

造精致而完备的案例库。案例的设计应对包含目标设备运行参数、故障发生时的各种监测参数、

信号分析结果、拆检后得到的确切的诊断结论、处理方法、处理成本等。为了从案例库中高效

准确地检索到相应的案例，将引入对检索特征加权方法，从而在检索时可以依据少数几个权重

高的特征现快速检索，一方面可以快速搜索到以前发生的类似案例，也能利用已发生案的知识

来对当前信号进行推理。（4）设备状态监测与诊断系统的推广应用本项目形成的技术，成熟一

个，则在本公司网络化设备状态管理软件（B/S 版）中集成一个，实现边开发边应用，在实际

中检验技术的可靠性。最后在提高已有客户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在更多设备上推广应用。

2.3 系统的应用

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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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气 6#机振动趋势图

转气 6#机 F2Y 频谱图

转炉煤气加压站 6#机振动呈快速上涨趋势，风机驱动端垂直壳振 F2Y 最高 3.64mm/s，观

察频谱图振动分量主要以 1倍频为主，怀疑转子积灰严重造成不平衡，已于 1月 12 日停机检

修，转子清理并做动平衡，检修后振动恢复正常。

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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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氧 1#空压机振动趋势图

制氧 1#空压机 1 月份长期运行，运行期间各测点振动趋势较平稳，如上图。各测点振动

均值、振动频谱图及轴心轨迹图与 12 月份相比变化不大。

3 结论

本文分别以制氧站和转炉煤气加压站振动状态实时监测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空压机和转气

机轴振位移偏差、相位差等随振动参数的变化规律，并讨论了非正弦振动波形的特点，得到如

下结论。

（1） 设备正常运行，空压机轴振实测位移与理论位移曲线符合较好，振幅及振频的变化

不会造成波形的明显失真。

（2） 设备出现故障，空压机轴振实测位移与理论位移曲线明显不符，振幅及振频的变化

会造成波形的明显失真，频谱图分量的主要参考标准 1 倍频明显高于正常值，此时

须及时停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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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装煤在冶金炼焦装煤车中的应用

孟庆伟

（迁安首信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焦化维护班 迁安市 064400）

摘要：本文介绍了冶金企业炼焦过程中四大机车中的装煤车控制工艺流程和控制方法。将

其繁琐的操作、联锁关系、安全联锁可靠的融合，最终实现点击按键---“一键装煤”，实现

整个装煤过程的控制方式。“一键装煤“的实现，解放了劳动力、生产力，为生产厂的人员合

理调配和减员增效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也为那些尚未实现全自动化生产的炼焦企业提供了一

个逐渐过度实例，为最终实现四大机车的全自动、无人看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一键装煤 ；补煤；装煤车；无人看守；解放劳动力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trol process flow and control function of coal loader

in coking process of metallurgical enterprises, and integrates its complicated operation,

interlock relation and safety interlock reliably, and finally realizes the "one-key coal loading"

by clicking the button, and realizes the automatic control mode of automatic coal loading, coal

replenishment and dust collec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oal loading. Free labor force,

productivity, for the reasonable deployment of production plant personnel and reduce staff

efficiency to provide a technical basis, but also for those who have not yet achieved full automatic

production coking enterprises to provide a gradual transition example, for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the four locomotives of automatic, unmanned guard to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Key words: One key loading; Coal; Coal car; No guard; Free labor

一、技术背景

作为冶金行业炼焦“四大机车”之一的装煤车，在整个炼焦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整个炼焦过程中装煤车具备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将配煤来的配比好的煤，从煤塔中取出；

二是将取出后的煤称重，然后将称重后的煤装至推焦机推出焦饼后的碳化室内。这也就是整个

装煤的过程。

整个装煤车的操作流程比较复杂，涉及到的联锁关系较多，操作频繁，本文重在将所有的

装煤车动作融合后集成到“一键操作”，从而大大减少岗位人员的劳动强度和操作次数，解放

他们的双手，同时也为后续实现整个炼焦产线的四大机车无人值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编程后装煤车的原有控制系统能够完成自身设备的自动控制、报警、联锁等功能。目

前各大炼焦企业操作仍然有手动操作的，每个动作都需要人为的去操作，费时费力、故障率高，

误操作次数频发。

近年来，一些自动化程度不高冶金企业也在尽力不断地提高自己企业的自动化程度，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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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炼焦过程中实现四大机车的完全自动化无人看守正在努力着，本文“一键装煤”的阐述为四

大机车中的一个机车---装煤车，实现其自动的同时也为以后四大机车的全自动、无人看守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统装煤、一键装煤技术控制流程及优缺点

1、传统的装煤方式的控制流程。

传统的装煤方式人机界面操作按钮非常多，每个动作都需要人机界面通过人工触发，操作

繁琐，同时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操作（如下如图 1图 2）

图 1：装煤前准备及手动补煤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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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装煤结束后手动操作流程

2、一键装煤方式的工作原理控制流程及其优点：

2.1）一键装煤技术的工作原理是：将多个连续的动作通过编程控制集成到“一键操作”，

减少操作次数，同时通过 HMI 增加一键装煤操作画面，设定给煤高低速转速，补煤转速和补煤

次数和每次补煤的时间间隔。将生产人员从繁杂的操作中解放出来。（如下图 3、图 4、图 5、

图 6）

图 3：装煤系统一键装煤人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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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装煤前一键准备动作流程

图 5：装煤后一键结束动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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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一键补煤动作流程

2.2）一键装煤控制系统优点：

1）为自动化程度不高的企业减少改造成本，仅增加一块吸力检测联锁保护仪表，在原有

的控制系统中增加控制功能块后，实现装煤车的自动。

2）将四十个动作融合到一键操作，减少了岗位的操作次数和避免了不必要的误操作。

3）操作简化后为生产厂优化人员配置和减员增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装煤车吸力联锁的投入为自动装煤过程中保驾护航，装煤过程中的吸力低于报警设定

值时输出报警提醒岗位操作人员装煤吸力低，低于吸力停机设定值时将自动停止装煤车的

1#-4#螺旋的给煤动作，同时打开放散阀、防止发生爆鸣或者爆炸的发生。

5）1#-4#螺旋的给煤电流保护，当其中任何一个给煤电流超过设定值时，停止四个螺旋的

给煤，防止给煤电机过载而损坏。

6）触摸屏中增加一个一键装煤画面，岗位人可以根据煤的状态、水分大小调节低速装煤、

高速装煤的螺旋转速，同时设定五次补煤的操作供操作人员选择，解决了煤水分大需要多次手

动单个螺旋补煤的问题。

7）装煤车一键装煤的实现，为四大机车的全自动无人看守提供了基础。

三、一键装煤系统的组成

1、一键装煤准备按钮： 一键装煤准备按钮按下后将自动实现集尘管连接杆前进、连接套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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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1#-4#外套下、1#-4#台车下、1#-4#励磁得磁力、1#-4#台车上、1#-4#内套下动作；以上

动作结束后，待装煤车与推焦车联系确认后点击一键给煤开始煤按钮。

2、一键给煤开始按钮：一键给煤开始按钮按下后，1#-4#螺旋会自动低速启动开始给煤，达到

人机界面各自给煤螺旋低速设定值时，各自启动高速给煤，达到各自高速给煤螺旋设定转速后

高速停止后按照设定延时时间开始进行低速补煤，人机界面设置五次自动补煤可供选择，每次

补煤之间间隔时间可手动人机界面设定，完成各自选择补煤次数和各次补煤螺旋转速后，补煤

结束，达到生产要求给煤转速。

3、一键装煤结束按钮：补煤动作结束后，点击一键装煤结束按钮，1#-4#内套上动作、1#-4#

台车下、1#-4#励磁失磁力、1#-4#台车上、1#-4#外套上、连接套筒后退动作、连接杆后退、

动作依次执行，结束装煤系统装煤工作。

4、一键装煤系统运行过程中，一键装煤联锁解除后可手动操作任意装煤过程中动作，装煤螺

旋电流超出设定值时装煤螺旋禁止启动，同时除尘风机吸低联锁投入为其装煤过程中安全保驾

护航，当装煤过程中吸力低于设定值时将输出报警信号提醒岗位人员，停止装煤，当达到装煤

吸力联锁停机值时，将自动停止 1#-4#螺旋的给煤动作，防止继续装煤发生爆鸣或者爆炸。

5、同时，装煤车通过四大机车对位无线通讯，将装煤车的补煤信号、补煤结束信号与推焦机

对位无线通信进行通讯，实现推焦机的自动摘小炉门、溜槽前进和按照推焦机人机界面设定平

煤次数进行自动平煤动作，补煤结束后自动平煤动作结束并平煤杆自动回到初始状态。

四、结论

一键装煤系统的应用，减少了操作工的操作次数，避免了误操作，同时，稳定的运行减少

了维护故障处理的次数，为生产厂的人员优化、减员增效、和实现四大机车最终的无人值守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键装煤系统的应用为一些自动化程度不高的企业提供了逐步过渡到全自动和无人看守

提供了一个方法。

作者简介：孟庆伟 男 1986 年 02 月 汉族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人，专科 仪表自动化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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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盘剪在重卷机组的应用

孟卓宝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分析了圆盘剪的剪边原理及在罩退 4、5#重卷机组的应用，提出了对剪刃尺寸和刀头的精度要求，分

析了间隙值和重合量值对剪切质量的影响，给出了切边过程中由于圆盘剪调节不合理而引起的切边毛刺、

浪形、切面不均匀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圆盘剪 间隙 重合量 缺陷

Application of Side trimming in rewinding unit

Meng Zhuobao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41)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imming principle of the disc shea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4,5 # rewinding machine, puts forward the accuracy requirements for the size of the cutting

edge and the cutter hea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arance value and the coincidence value

on the shearing quality, and gives the solutions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burr, the

wave shape and the unevenness of the cutting surface caused by the unreasonable adjustment of

the disc shear.

Key words: Side trimming gap overlap defect

0 前言

重卷机组采用圆盘剪进行切边，以保证用户所需产品的宽度。通常要求板带产品两侧边部

断面光洁、平直，无浪形、裂纹、撕裂、毛刺等缺陷，其中较常出现的剪边质量问题是毛刺、

剪不断和边浪。因此，分析圆盘剪剪边原理并采取相应对策以避免此类缺陷的产生无疑具有重

要意义。

圆盘剪是用于冶金工厂连续或半连续式生产线上的重要设备，其主要功能是剪切带钢的两

边不规则的毛边，使带钢的外形达到产品的要求。京唐 1700 罩退 4#、5#重卷线圆盘剪是从比

利时 CMI 公司引进的现代化设备。由于圆盘剪在剪切过程中经常出现毛刺、浪形等现象，影响

了带钢的剪切质量和正常生产，产品质量也难以保证，给生产组织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本文分

析了圆盘剪的剪边原理和影响带钢切边质量的原因，提出了改善带钢切边质量的控制措施。

1 剪刃及设备精度要求

1.1 剪刃的直径与厚度

剪刃的直径决定剪切角，外径越大剪切角越小，所需的电机功率也就越小，越节能。但是

直径太大，剪刃的刚性就会减弱，影响刀盘的使用寿命。剪刃片直径主要取决于被剪切带材的

厚度 h，一般按如下范围选取：D=（40~125）h。1700 罩退 4#、5#重卷生产带钢厚度规格范围

为 0.4-2.5mm，剪刃直径为 2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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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刃的厚度决定刀盘的强度，但是刀盘太厚就会很重，不仅操作起来很辛苦，价格也高，

同时分切窄条时也限制刀盘的厚度。刀盘太薄则刀的挠度不够，剪切过程中刀盘的侧隙变化就

比较大。剪断切口、形状都会变化，刀盘的磨损也比较快。剪刃的厚度δ一般取为：δ=

（0.06~0.1）D。剪刃修磨后厚度小于 15mm，则做报废处理。

剪刃作为圆盘剪的易损件，它的加工精度及硬度对其使用寿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

实践经验，剪刃的厚度精度为 0.005mm，平面度精度为 0.025mm，两面的平行度精度为 0.005mm。

而刀盘材料及硬度可以尽可能延长其寿命 。

1.2 刀轴精度

刀轴精度包括刀轴的水平摆动、垂直摆动和轴向窜动。通常要求刀轴的水平摆动和垂直摆

动精度要求在 ±0.005mm 以内。轴向窜动精度要求在±0.005mm 以内。刀轴精度对于实现刀盘

侧隙的稳定性及刀盘的偏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圆盘剪的剪边过程

在剪切冷轧板带过程中，圆盘剪刀片做圆周运动，形成一对无端点的剪刃。板带的剪切过

程就是上下圆盘剪刀片的刃口距离随着刀盘不断转动逐渐减小，中间的板带被刀片不断地切

入，使板带材料经由弹性变形、塑性变形和断裂这一系列复杂阶段而最终完成剪切的，剪切过

程见图 1。

图 1 圆盘剪剪切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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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正常剪切断口由压陷面、剪切面、脆性断裂面组成，并且在断裂面根部形成

毛刺，如图 2所示。压陷面是剪切开始前钢带产生塑性变形形成的；剪切面是金属材料从剪刃

压入剪切阶段直至裂缝开始产生时形成的，即剪刃压入材料的内部，材料与剪刃侧面相接触同

时被挤光的平面，因此断面比较光滑，正常条件下，剪切面宽度是钢带壁厚的 1/3～1/2；断

裂面是在剪切变形过程中，由于裂缝不断扩展直至上下裂缝重合而形成的，断面比较粗糙；毛

刺是剪切过程中剪切面和断裂面凸出部分和钢带角部被挤出形成的。

图 2 钢带正常剪切断口

3 圆盘剪剪边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及控制措施

纵剪钢带边缘的质量是由被纵剪钢带的材质、板厚及力学性能，圆盘剪剪刃力学性能和外

形尺寸，圆盘剪工作时的间隙、重合量的设定以及剪刃是主动还是被动等因素决定的。如果剪切条件设定

不当，剪切断口即钢带边缘的质量会受到影响。

3.1 圆盘剪间隙和重合量的调整

圆盘盘间隙和重合量与被剪切带材厚度有关，如图 3所示。根据剪切带材的厚度，在操作

中对重和量适当加以调整。如果剪刃重和量不够，在剪切时会引起机械超负荷和带材局部弯曲，

严重时钢板无法被切断；剪刃重和量过大，则引起带材的“竖立”。而为了避免圆盘剪剪刃之

间的摩擦，在上下剪刃之间应保证一定的水平间隙。水平间隙的大小取决被剪钢板的厚度与强

度，刀盘间隙一般为被剪切金属厚度的 9%～11%，随着被剪钢板的厚度与强度的增加，水平间

隙应适当增加。水平间隙的太大，剪切应力状态发生变化，造成剪切后的钢板边部撕裂，影响

产品质量，严重时会在钢板边部产生塑性变形，形成翻边。侧向间隙过小，又会导致设备超载，

刀刃磨损加快，带钢剪边发亮和毛边过多，切边断面不齐，甚至会发生设备过载和崩剪刃等事

故。图 4为间隙调整不当可能引起的剪边质量问题。生产中根据钢带厚度与强度的变化，以图

3所标示的曲线，适当加以调整，满足生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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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刀盘侧向间隙、重和量与板带厚度的关系

图 4 间隙调整不当可能引起的剪边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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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跑偏引起的剪边缺陷及控制措施

重卷线可生产钢卷规格为 0.3~2.5mm,通常生产的规格在 0.5-2.0mm 之间。来料带钢常见

的板形缺陷有：边浪、中浪、褶皱、头尾宽度偏差大等，这些板形缺陷的存在，致使带钢在运

行过程中运动轨迹不规则，使带钢跑偏，造成圆盘剪切边不均，或是有边丝现象。为了保证带

钢运行过程中不发生偏离，圆盘剪前设有纠偏装置，其目的是通过一个带钢位置测量的框架，

检测带钢的位置，然后将采集的信号通过比较，最后将比较的信号反馈给 PLC，释放驱动信号，

由比例阀控制液压缸，使圆盘剪前的纠偏辊发生偏移，对带钢位置进行纠正。

3.3 边浪产生的原因与控制措施

边浪是较常出现的剪边质量问题之一，板带边浪的实质是由于板带边部的某些区域所受的

瞬时力超过了板带材料的屈服强度而导致局部塑性变形，外力消失后变形无法恢复，外观表现

为边浪。当上下圆盘剪刀片的间隙过大时，极易使带钢边部向下弯曲，造成带钢边部产生塑性

变形而出现浪形，圆盘剪刀片侧隙越大，带钢边部向下弯曲作用越明显，越容易出现边浪。此

外，当带钢运行速度大于圆盘剪旋转速度时，尽管圆盘剪也在剪切，但必然有部分带钢沿带钢

运动方向的纯撕裂，带钢运行速度与圆盘剪刀片旋转速度差别越大，撕裂力就越大。撕裂力的

作用点仅为带钢厚度，没有其他支撑，因此极易使带钢边部发生变形，造成塑性变形而出现边

浪[4]。为了保证带钢的剪边质量，得到无边浪的产品，合理设计圆盘剪的结构形式与工艺参

数非常关键。根据不同的厚度要设置合适的间隙和重和量，调整圆盘剪的运行速度，使之与机

组运行速度保持一致，这样可以取得较好的冷轧板带剪边质量和经济效益。

3.4 衬胶环的好坏影响剪边质量

由于圆盘剪下剪刃刀头为主传动刀头，由电机驱动，上剪刃为从动刀头，因此，上剪刃磨

损严重，容易损坏。为了提高剪刃寿命，上、下剪刃刀头带有衬胶环，用于减小带钢边部震动。

但衬胶环连续使用，带钢与剪刃之间摩擦发热，弹性变形，容易使衬胶环磨损、老化，因此应

保证衬胶环的及时更换。此外，上剪刃受到板形不良造成的振动，易出现崩口。因此在剪刃磨

损到一定程度时应及时更换。在剪刃更换时，紧固螺母时应用力均匀，防止液压螺母局部变形，

造成液压螺母对剪刃的作用力不均，引起切边不匀，损坏剪刃。

4 结论

圆盘剪纵剪钢带时，如果剪切参数调整不合适或发生变化，会对钢带边缘质量产生不利影

响。在平时生产中要加强剪刃的检查和刀轴精度的测量并及时更换磨损的剪刃和衬胶环，合理

设置间隙和重和量，使其减少对带钢剪切质量的影响。如果出现钢带边缘质量问题，应该根据

钢带边缘形状的特征和现场剪切参数及剪刃状况进行综合分析，查找问题产生的原因，合理处

置，保证纵剪钢带边缘的质量。

610610



参考文献：

[1] 赵力刚. 圆盘剪的间隙调整和控制.中国集体经济.2008,12(095): 145~146

[2] 介升旗, 吕宏伟, 刘丽. 圆盘剪纵剪钢带边缘质量影响因素. 焊管. 2010, 33(5): 60~63

[3] 隋涛. 1250 圆盘剪结构分析与参数选择.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学报. 2005, 15(1): 12~14

[4] 李文翼. 冷轧板带切边浪形的成因分析和改进途径. 宝钢技术. 2004(4): 1~2

[5] 胡建军. 圆盘剪剪切原理及切边质量控制.重型机械. 2012(6): 58~62

[5] 张军妮. 影响圆盘剪剪切精度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6(21): 118~119

[6] 孙磊. 重卷机组切边分析.梅山科技. 2012(4): 51~52

611611



超快冷技术在中厚板轧钢过程控制的应用

李静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超快冷技术是基于射流冷却的原理开发出的新一代轧后冷却系统，通过模型计算实现冷却过程的自

动化控制，实现短时、快速、准确控温，生产高强度钢材，同时可以开发新的钢种，由于可以减少合金元

素，因此降低了生产成本。

关键词：模型计算 自动化控制 控温

Application of Ultra-fast Cooling Technology in Process Control

of Medium andHeavy Plate Rolling

LiJing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41)

Abstract: Ultra-fast Cooling Technology is a new generation of cooling system after rolling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jet cooling.Automation control of cooling proess is realized by model

calculation,which realizes short-time,fast and accurae temperature control.High

strength steel can be produced while developing new steel grades,which reduces the

cost of production by reducing alloying elements.

Key words: Model caculation,automatic control,temperature control

0 前言

控制冷却过程模型设定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根据工艺性能要求，通过模型运算（主要包括

预设定计算、修正设定计算、自学习计算），确定出满足工艺要求的冷却规程，传给控冷基础

自动化执行设定计算的规程，实现冷却过程的计算机自动控制。

从控制方法上看，冷却过程控制系统主要实现前馈控制和自适应优化控制功能。具体通过

跟踪、数据通讯和过程模型设定计算三大模块来实现这两项功能。

1.顺序触发机制

在自动模式下，模型根据目标冷却速率、目标终冷温度来制定冷却规程，对钢板进行冷却。

加速冷却模型控制时序如图 4所示：

1.1 原始数据输入

1) 主要功能：轧机二级控制系统将 PDI 数据传递给控冷二级控制系统。

2) 触发位置：钢板末道次轧制时刻。

3) 工艺功能：数据交换并对原始输入数据的合理性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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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冷却规程预计算

1) 主要功能：接收实际轧制速度和实测温度，以实测数据为基础进行冷却规程的预计

算，并计算出钢板冷却过程温降。

2) 触发位置：冷却装置前测温仪与热检。

3) 工艺功能：对钢板温度进行测量，开始对轧后冷却区域内跟踪钢板进行跟踪，并执

行边部遮蔽规程。

1.3 冷却过程开始

1) 主要功能：计算冷却开始时的钢板内部温度场，动态修正辊道运行速度，并测量

实际水流量。

2) 触发位置：冷前热检。

3) 工艺功能：收集过程数据并实时触发辊道控制系统进行实时设定，触发工艺控制

系统进行实时设定。

1.4 冷却过程结束

1) 主要功能：对钢板冷前过程进行微跟踪的结束控制。

2) 触发位置：冷后热检。

3) 工艺功能：触发结束辊道控制系统，触发结束工艺控制系统。

1.5 冷后计算

1) 主要功能：存储冷却数据和结果，存储冷却历史。

2) 触发位置：冷后测温仪。

3) 工艺功能：建立分布报表文件，进行自适应，结束时序。

2 系统主体模型

2.1 预计算模型

在获取 PDI 数据并校核正确之后，加速冷却控制模型根据 PDI 数据中钢板的化学成分、

终轧温度、目标终冷温度和冷却速度等工艺参数以及比热、热传导率和密度等物性参数，确定

控冷模式（空冷、喷射冷却和层流冷却）。借助冷却过程中涉及的物性参数模型和温度解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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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及其边界条件，计算每块的钢板冷却过程，对不同冷却工艺的钢板进行组合控制。

根据每块实际生产钢板所要求的冷却速率、终轧温度和终冷目标温度进行计算和设定冷却

集管开启的数量、每个冷却集管的水流量、钢板运行速度，从而计算出各种水流量条件下的冷

却曲线，再由冷却曲线计算出实际冷却速率。

为了保证钢板冷却均匀性，防止钢板头尾与边部过冷，加速冷却控制模型分别通过查表与

插值法设定边部遮挡的位置、钢板头尾遮蔽量、上下水流量比。预计算模块计算获得的过程参

数如下：

1) 冷却集管的流量；

2) 边部遮蔽位置；

3) 关键位置的温度；

4) 钢板运行速度曲线；

5) 控制环路的修正值；

6) 侧喷开启组数及位置；

7) 钢板头尾遮蔽控制量。

2.2 在线计算模型

当钢板进入冷却区域之后，模型将不断的根据测量值，重复计算钢板的运行速度，并将计

算值发送给 L1 进行控制。钢板的速度曲线将钢板的每一段都将使用最小面积的近似计算以逼

近最佳的冷却时间，并联合板温的测量值与钢板速度进行逼近。该速度计算考虑了与前后轧制

与热矫直区域的辊道控制系统的限制条件。

在线计算模型根据测量的实际温度、钢板运行速度、水流量分布情况分别对速度曲线进行

修正。在恰当的位置和时间，将修正结果应用到冷却过程中。在线计算模型实现的主要功能包

括：

1) 激活和关闭水冷单元；

2) 修正设定点速度；

3) 改变水流量。

2.3 后计算模型

根据测量的数据，进行评估后续钢板的修正值(适应性)、比较计算温度和目标终冷温度、

评估在钢板长度方向不同位置处的钢板表面、中心及其平均冷却速率，建立不同时间的数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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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长度方向坐标之间的关系。

钢板冷却结束后，后计算模型将记录下钢板的整个冷却过程中的温度变化、速度变化和集

管流量变化等情况，并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实际终冷温度以及冷却速率，供自适应模型进行后

续钢板的自学习。

后计算的主要内容包括：

1) 采集在线模型数据和测量数据；

2) 将数据保存于文件格式用于计算；

3) 计算不可测量数据，如冷却速度和厚度方向钢板温度分布；

4) 为后面的钢板更新自学习系数以提高冷却精度；

5) 为计算机系统提高更易理解的数据。

2.4 自适应模型

后计算模型的计算结果用作后续冷却钢板的自适应。评估和研究后续冷却钢板的影响参数，

结合生产统计数据，处理生产评估标准(帮助新产品自学习，并找出合适的工艺设定参数)，并

对生产数据分析应用和维护的各个自适应进行分类。如何进行合理的自学习层别参数划分，直

接决定了自学习方法的应用效果，模型自学习层别参数的划分依据如下：

1) 钢板厚度；

2) 终轧温度；

3) 终冷温度（冷却方式）；

4) 水流密度。

如果钢板的冷却已经结束，自适应功能将计算一个修正系数，该系数是一个与实际生产钢

板钢种系列冷却终止温度偏差相关的函数。然后再用修正系数的平均值计算下一块同钢种系列

钢板冷却时的自适应系数。这个自适应系数将用于预计算模型，以适应调整该钢种系列的冷却

情况。

3 程序结构

二级系统包括了主程序 ProcessControl.exe 和 4 个通信状态监控程序

UL2UL1ServerProxy.exe、UL2UL1ClientProxy.exe、UL2ML2Proxy.exe 和 UL2AL2Proxy.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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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程序简介

主程序使用 C++语言编写，利用了 MFC 库，由 VisualStudio2003 平台编译。程序文件列表

如下：

3.2 通讯监控程序简介

使用了 4个通讯监控程序来监控通讯状态和实时、记录显示通信内容，以下为各通讯监控

程序的简介：

1) UL2UL1ServerProxy.exe 为超快冷二级发送至超快冷一级的通讯报文发送情况的监控

程序，配置文件为 UL2UL1ServerProxy.xml。

2) UL2UL1ClientProxy.exe 为超快冷二级接受来自超快冷一级的通讯报文发送情况的监

控程序，配置文件为 UL2UL1ClientProxy.xml。

3) UL2ML2Proxy.exe 为超快冷二级与轧机二级通讯的报文发送情况的监控程序，配置文

件为 UL2ML2Proxy.xml。

4) UL2AL2Proxy.exe 为超快冷二级与 ACC 二级通讯的报文发送情况的监控程序，配置文

件为 UL2AL2Proxy.xml。

3.3 程序流程

以下介绍程序主要计算流程，其他人机界面框架、绘制和系统消息响应省略。

程序启动后，展开外部通讯维持和监视，程序主循环由计时器控制，每 200 毫秒执行一次。

主循环内根据现场跟踪情况来决定是否进行计算冷却规程，是否发送冷却规程至一级。主要流

程见图 3.1 二级系统启动流程 和图 3.2 主循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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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二级系统启动流程 图 3.2 主循环流程

计算分为预计算和在线计算。预计算和在线计算使用同一个流程，预计算是提前计算冷却

流程，初步得出所需时间和条件是否满足。在线计算则是在预计算的基础上，根据现场钢板温

度反馈再次计算，更新冷却规程。预计算并不将得出的冷却规程发送至一级，而是作为在线计

算的基础。在线计算的冷却规程则要发送至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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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预计算流程图 图 3.4 ufc 自适应流程

3.4 数据流程

下面介绍了超快冷二级与外部通讯详细信息，包括了通讯报文名、报文内容、简略注释和

报文触发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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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外部通讯报文图

4 结论

超快冷技术通过系统模型及算法，实现了在生产过程中快速，准确的温度及流程控制，从

而获得相应的相变组织和理想的力学性能，从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参考文献：

1.王国栋，刘相华，王君 中厚板生产设备，生产技术的发展 [J]，中国冶金，2004，（9）

2.王丙兴，中厚板轧后多阶段冷却控制策略研究与应用[D]，东北大学，2009

3 超快速冷却技术创新应用，.东北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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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APP 在高炉生产在线监控上的应用

闫本领 刘富春 刘斌 薛理政 邢文莱 王仲民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作业部，河北省迁安市 064400

摘要：炼铁高炉在整个生产流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炼铁产能以高炉顺稳、高产，提高高炉负荷水平为核心。炼铁生

产过程中，高炉炉况的好坏、稳定与否在高炉冶炼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炉工长曲线正是高炉炉况信息的最佳反映。

公司提出高炉工长曲线的移动端展示的应用需求，希望通过研究一套移动 APP 系统加强对高炉炉况远程实时监测，实现高

炉工长曲线移动、快速、方便地查询，精准掌握炉况数据，方便专业管理，供专家通过远程 APP 系统分析指导高炉冶炼。

本文通过移动 APP 在高炉生产在线监控上的实际应用来拓展工控监测领域的创新思维及技术进步。

关键词：移动 APP；高炉；在线监控

1 背景

在国内用户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已超越传统 PC，移动互联应用已成为历史必然的发展趋势。随着

工业智能化的发展和移动应用技术的成熟，在生产、制造、医疗，能源、环保监测、安全系统等领域，用

户纷纷提出数据移动管理需求。在实时数据移动管理、监控、分析方面，工业 APP 已经成为继商业、娱乐、

办公 APP 后又一研发热点。目前公司科技战略实现两化融合，提高信息化和智能化，开始关注移动 APP 在

管理、生产中的应用，目前成功应用的 APP 软件有员工一卡通 APP、协同办公 APP 等，这些 APP 软件在精

细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在工业数据采集分析、设备运行参数监控、

生产过程监控等领域开始推动移动 APP 系统的应用。

高炉工长曲线移动 APP 系统是由我公司和自动化维护单位联合开发，通过自动化实时数据采集与信息

化系统平台的整体构架，整合 INSQL 实时数据采集、MongoDB 历史数据快速提取、混合模式的移动端开发、

曲线绘制、消息推送等关键技术，搭建从数据采集、处理、管理后台到移动端展示的一整套高炉工长曲线

移动 APP 系统解决方案。通过 APP 系统实现工长曲线展示、APP 数据视图、报警提醒、历史查询、曲线缩

放、拖动功能，及账号注册审核、硬件绑定验证的安全策略，还带有版本自动更新、二维码下载、服务器

状况监控等辅助功能，在 Android/iOS 移动设备上实现对高炉工长曲线数据实时监测、状态跟踪、曲线分

析、历史回溯、APP 数据视图、状态报警等功能。系统的成功投运，为高炉生产管理、操作决策提供了便

捷的工具，是公司在工业 APP 应用领域进行的一次有针对性的探索和成功实践。

该项目具有以下成果及技术创新点：

1）通过将工业数据采集、Echarts 图形化、Cordova 混合式 APP 开发技术结合，实现工业领域高炉工长曲

线 APP 的开发应用，并能满足对工业领域差异化 APP 需求的快速构建和灵活定制。

APP 开发基于 Cordova 混合式开发方式，并集成 jQuery Mobile 移动开发框架、Echarts 图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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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ocket 消息推送技术。实现一次开发，多端部署，目前支持 Apple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PC 等。满足用户定制化需求，将丰富的工业曲线、生产过程监控和移动 APP 开发完美结合。实现 APP 客户

端数据自动推送、工业曲线绘制、状态报警预警等工业应用需求。经调研，将三项技术进行技术融合搭建

一套完整的手机移动端展示工业数据的解决方案，此技术构建尚无相关应用，将该解决方案应用于工业领

域的高炉工长曲线 APP 上更属于首次。

2）通过指标参数、工艺规则的配置功能和 APP 报警预警功能的开发，实现高炉工长数据监控的专家诊断

和快速报警。

3）通过高效数据处理平台的开发，实现数据高效压缩、快速提取，并支持现场多种类型数据源。

在企业管理上实现工业监控移动化管理目标，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架构将前端或者人机界面大型应用

打碎，更小、更直观的 App 成为主流，高炉工长曲线移动 APP 系统能够充分整合并利用用户的零散时间，

使相关人员在摆脱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有利条件下，及时方便地监控生产实时/历史曲线数据及设备运行参

数，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及时有效处理，监测数据、数据可视化图表、报警状态一目了然，显著提高生产操

作工作效率，同时也提升了企业整体管理水平，进一步节约运营成本。

2 系统功能的设计

移动 APP 系统应用在高炉工长曲线主要解决生产、制造、设备运行参数监控方向的移动应用问题。

该系统不仅实现了优化资源的功能，还进一步提升了高炉生产数据利用率、时效性、准确性，通过对反

映高炉炉况的生产关键参数数据变化趋势实时监测、历史数据回溯和状态报警提醒，不仅可以加强对高

炉炉况稳定性的实时监控和实现移动生产管控功能；更可以使相关生产人员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方

便、快速地随时随地查看高炉工长数据的实时值和历史曲线，提高生产操作的工作效率，快速有效地解

决生产问题，辅助高炉实现顺利稳定高产。

移动 APP 系统应用于高炉工长曲线，通过自动化实时数据采集与信息化系统平台的整体构架，结合

Insql 实时数据采集，MongoDB 数据转储、JAVA 后台开发、Cordova 封装 HTML5 手机 APP 开发、开源百度

Echarts、Websocket 消息推送等关键技术，实现工长曲线展示、曲线动态配置、数据频率配置、历史查

询、曲线缩放拖动、侧边栏、曲线游标、账号注册审核、用户管理、权限角色、SIM 卡绑定、版本更新、

二维码下载、多页签、服务器状况监控、数据视图、状态报警提醒等 APP 功能，构建从数据采集、处理、

管理后台、到移动 APP 端的一整套高炉工长曲线移动 APP 系统解决方案。

系统 APP 移动端人性化的结构、功能设计（侧边栏、多页签、最多三层页面深度）满足应用需求，

系统易安装卸载、运行稳定，应用流畅、无卡顿，数据流量受控等满足行业标准。数据采集频率为 1秒

钟采集一次，首次加载四个小时数据，之后每 3 秒钟（可配置）追加刷新一次数据满足技术指标。

系统主要用户包括公司内相关领导、管理、技术、专业、高炉生产相关工艺人员、生产操作人员、

高炉工长、运维人员等。高炉工长曲线 APP 系统在开发前期多次与不同用户沟通，了解用户需求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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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进而在开发过程中优化各种操作细节，使系统的操作方式能满足多数人的操作习惯，给用户带来

更完美的用户操作体验。

当前版本系统主要实现功能：

高炉工长曲线实时采集、跟踪。

高炉工长曲线历史查询、分析。

曲线展示配置管理。

数据采集配置管理。

账号注册。

二维码系统更新管理。

系统运维管理。

用户管理、SIM 卡绑定及权限管理。

3 系统功能的实现

3.1系统登录、主界面、二维码更新

可通过二维码进行 APP 下载。使用注册并审核通过后的账号、密码进行系统登录后，系统会自动将

该账号与手机 SIM 绑定（出于系统受控访问，防止多人用一套账号密码在不同的手机访问）。当 APP 有版

本更新时自动提醒和下载。系统首页采用多页签、平面化的版面设计。

图 1： 系统登录主界面更新

3.2实时曲线/数据查询

通过刷新频率配置，实时更新高炉曲线\数据，并且具有侧边栏、多量程、曲线自定义显示\隐藏、

622622



游标（标尺）、曲线拖拽\缩放触摸板、横竖屏曲线自适应等操作功能。

图 2： 系统实时曲线、数据查询

3.3历史曲线/数据查询

可自定义查询时间区间，实现历史数据查询和曲线回溯，从而对高炉炉况的历史曲线分析。

图 3： 系统历史曲线、数据查询

3.4 曲线缩放、拖动——触摸板

通过双指缩放能够实现曲线的缩放，实现数据细化、曲线拉伸查看。数据密度是 1 秒一个数，可以

精确到秒级的数据查询，并且在此区域左右拖动曲线，可以查看前后曲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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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系统曲线缩放、拖动、触摸板

3.5数据视图

对于用户关心的“风量、风压、顶压、指数、风温、料批、氧量、富氧率、喷煤量、西北顶温、西

南顶温、东南顶温、东北顶温、冷风温度、东尺、西尺、南雷达、东雷达”中的重要点，不仅可以通过

工业曲线、可视化图表的方式查看，还可以通过“数据视图”其报表的方式查看每一时间点的实时数采

值，方便用户灵活的精确数据查看分析。通过 toolbox 工具栏组件自定义开发实现。

3.6 状态报警

用户登录高炉工长曲线移动 APP，报警功能第一时间将超标或异常数据报警信息及时推送到手机 APP

上，提供报警点名称、报警时间、标准范围量程和当前实际值等信息。

4 系统运维管理

可以通过曲线和实时值方式查看接入系统的服务器的内存余量、CPU 占用、硬盘使用时间、内存交

换页、数据库存储空间等服务器和数据库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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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系统服务器运行参数监控查询

4.1 个人信息维护、位置定位

通过 APP 客户端用户可自行完成个人信息维护、密码修改、SIM 卡绑定重置、定位信息提取等。

4.2 人员维护、权限管理

预览所有用户的姓名、权限、账号启用/停用状态、部门职务等基本概要信息和当前登录情况，下拉

刷新。

点击相应账号，可对该账号进行“重置 SIM 卡”、“停用用户”、“启用用户”三种管理员操作。

通过 APP 客户端完成账号开通工作，包括用户名、公司、部门、职务、登录账号、权限的设定等。

4.3真机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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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高炉工长曲线移动 APP 系统应用展示

4.4 用户数据

系统主要用户包括公司内相关领导、管理、技术、专业、高炉生产相关工艺人员、高炉生产者、生

产操作人员、高炉工长、高炉维护单位、高炉运维人员、高炉外部专家等。

5 测试

本项目从 2016 年 9 月投运以来，高炉工长曲线 APP 可以轻松地在当前主流移动设备上完成以下工作：

实时查看高炉的实时曲线/数据、历史曲线/数据的快速查询、问题追溯和在线监控，系统实现了功能设计

要求，符合生产需求，项目达到预期目标。

APP系统测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系统的功能性测试，屏幕尺寸、品牌厂商、Android版本、网

络环境的兼容性适配性测试，以及安装、卸载测试，在线升级测试，性能稳定性测试等。

图 7： 高炉工长曲线移动 APP 系统兼容性测试

完成多部真机的直接安装卸载测试，以及通过安装工具的安装卸载测试。 主要完成升级后可以正常

使用以及在线跨版本升级。 主要完成在手机上启动程序运行，程序无故障。测试 APP 启动时长、CPU、

内存、流量，均稳定正常。

6 结论

高炉工长曲线移动 APP 系统自 2016 年 9 月上线投运以来，系统运行稳定可靠，响应及时，满足了高

炉工长曲线数据在移动端实时展示的应用要求，实现了高炉工长曲线的移动监测、高效管理，提高了生产

监控和运维工作效率，使生产管理更加有条理、快捷和方便，具有便捷应用、降本增效、提高企业工作效

率和形象等实际意义，通过提升高炉炉况稳定性实时监测，实现管理效益和生产维护效益双提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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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雷罐侵蚀在线检测系统在首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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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钢股份公司安装使用了一套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该系统可以在线、实时测量鱼雷

罐罐体温度，标定最高温度点位置，并结合鱼雷罐罐号自动识别系统、鱼雷罐耐材侵蚀模型、报警系统，

实现对在线运行的鱼雷罐罐体表面温度及内部耐火材料侵蚀情况的自动检测，该系统自动化高且功能较全

面。通过该系统的应用既防止鱼雷罐烧穿漏铁事故的发生，又避免了对鱼雷罐进行不必要的过度维护造成

维护成本的增加，运行的三个月时间里鱼雷罐平均寿命提高近 20 次，效果良好。

关键词：鱼雷罐；测温；耐火材料；侵蚀检测；高炉

前言：

鱼雷罐是将高温液态铁水由高炉运输到炼钢的重要容器，主要由内部的耐火材料和钢质外壳组成，鱼

雷罐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化学侵蚀、铁水冲击及热应力的作用，会造成内部的耐火材料不断被侵蚀，当侵

蚀到一定部位时，就必须重新砌筑耐火材料。耐火材料侵蚀过多时，铁水可能会烧穿耐火材料及钢质外壳

而流出，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1]
。如果耐火材料侵蚀不严重就进行修砌，则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首钢股

份公司现有3座高炉，从炼铁部向炼钢部运送铁水距离约1500~2000米。一直以来，迁钢公司鱼雷罐使用寿

命平均保持在800次以上，但自2010年始，寿命呈逐渐的降低态势，期间又发生了烧穿事故，给迁钢公司生

产组织和耐材成本管控带来困扰
[2]
。前人对鱼雷罐提高寿命开展了很多工作，多以改进耐材质量等为手段

[3-6]
，

本次股份公司首次开发应用了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该系统具有鱼雷罐罐号识别、超温报警、

侵蚀监测等功能。该系统应用后节省了鱼雷罐的维护成本，避免了鱼雷罐烧穿事故的发生，延长了鱼雷罐

的使用寿命，为安全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

1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开发

1.1 鱼雷罐罐体自动在线检测系统概述

目前，国内还没有完善的针对鱼雷罐耐材侵蚀以及鱼雷罐罐体温度进行实时在线全面检测的系统。现

在对于鱼雷罐罐体侵蚀的检测方法多为人工手持红外测温仪对鱼雷罐罐体局部进行温度检测，或者对鱼雷

罐称重，根据鱼雷罐重量的变化来判断鱼雷罐罐内耐材的侵蚀程度。这两种方法中，前者只能检测鱼雷罐

罐体的部分表面温度，不仅效率低，而且无法对罐体全面测量，存在漏检的危险，同时也无法实现对每一

个鱼雷罐进行检测。而后者则存在着无法发现鱼雷罐局部严重侵蚀的情况。因此，现有的对鱼雷罐罐体侵

蚀情况检测的方法已无法满足现在的生产需求，国内多家钢铁厂均出现鱼雷罐烧穿跑铁的重大安全事故。

为此，需要对在线鱼雷罐侵蚀情况进行实时检测，以便于了解使用中的鱼雷罐罐体侵蚀情况，从而能够有

针对性地对鱼雷罐罐体进行维护。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利用红外热像技术，可以在线、高精度的测量鱼雷罐罐体表面的热

状态，并将采集到的温度数据与图像相结合，进行数据处理，根据现场实际鱼雷罐的尺寸及材质，建立起

完善的鱼雷罐耐火材料侵蚀模型及评估系统，模拟出鱼雷罐内部耐火材料的侵蚀状况，判断出鱼雷罐内部

耐材的侵蚀情况，使高炉操作者实时了解在线运行的鱼雷罐罐体内部耐材残厚的情况，以便及时修补，防

止鱼雷罐烧穿、铁水泄露造成经济损失和安全事故，同时也可以预防对鱼雷罐进行不必要的下线检测、过

度维护造成的浪费。

1.2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的组成及安装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由红外热仪、鱼雷罐罐号识别设备、通信设备、后台处理器、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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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耐火材料侵蚀模型、报警设备、显示器等组成。

其中红外热像仪及鱼雷罐罐号识别设备安装在运行鱼雷罐车的铁轨附近，所有的数据及视频、图像信

息由通信设备传输至后台安装了鱼雷罐耐火材料侵蚀模型的处理器上，同时显示器及报警设备也与处理器

相连，如图 1 所示。

图 1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构成及安装示意图

1.3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的主要功能

当盛满铁水的鱼雷罐经过检测设备时，先由罐号识别设备识别出被检测鱼雷罐的罐号，然后红外热像

仪对该整个鱼雷罐罐体表面进行温度检测并自动拍出鱼雷罐的热成像图像，经过信号传输系统将所有的数

据及信号传送至后台处理器，再由耐火材料侵蚀模型处理后，将最终的检测结果显示在显示器上，并提供

报警功能。

而对于倒空铁水后的空鱼雷罐经过检测设备时，则该系统自动不进行检测，避免对鱼雷罐罐体耐火材

料侵蚀情况进行误判事故的发生。

该系统可以自动给出被测鱼雷罐罐体最高温度部位、该位置所对应的温度值，耐材残厚最薄部位、该

部位所对应的耐材残厚值，当被测鱼雷罐罐体最高温度值超过人为设定的不同危险级别的报警温度时，系

统自动提示鱼雷罐罐体出现危险的部位，并发出不同级别的报警提示信息，提醒工作人员对被测鱼雷罐进

行检测。该系统还为高炉操作者提供查询被检测鱼雷罐罐体上任意部位的温度值及罐体内耐火材料的残厚

值的功能，该系统的主界面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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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主界面

此外，该系统还提供了罐体表面最高温度、最薄耐材残厚的变化趋势曲线，所有的检测数据及图像都

存储在数据库中，可以根据需求，按鱼雷罐罐号或时间对鱼雷罐的检测结果进行主界面上所有功能的查询，

并提供下载功能，为鱼雷罐相关分析提供详实的数据。相关数据查询界面，如图 3 所示。

图 3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数据查询界面

2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优势

该系统的突出优点为：

1）测量精度高

每一帧图像 92160 个像素点的温度数据，可以对整个鱼雷罐罐体表面上各个点位进行温度监测分析，

为状态监测和智能分析提供丰富的基础数据。同时采用高性能的红外焦平面探测器（NETD≤40mK@f1,300K），

及航空航天的高温黑体的精确标定技术（0.01℃分辨率），可以实现温度精度在±2%以内。

2）全程自动化测量

只要鱼雷罐受铁结束，运输经过检测点，即可实时输出被测鱼雷罐热成像图片，在图片上自动标注出

最高温度点位置及温度值，同时标注出耐材最薄厚度点位置及耐材残厚值，评估出鱼雷罐耐材的侵蚀状况，

并进行记录和跟踪。在此过程中无需停车，24 小时全监控，全自动评估鱼雷罐耐材侵蚀状态，而对于空罐

则自动不进行检测。

3）预警/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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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用户需要，设置最薄弱点温度自动报警起始温度及分级报警温度，当鱼雷罐罐体温度超过所

设定的危险温度时，自动找出鱼雷罐耐材侵蚀最薄点，进行自动报警，并输出其最高温度值，无需人员实

时监控。

4）自动识别鱼雷罐罐号

在实际测量过程中，自动识别被测鱼雷罐罐号，为高炉操作者查询鱼雷罐相关资料提供方便。

5）数据存储及查询功能

可以对鱼雷罐罐体温度的数据及图像进行存储，为分析鱼雷罐内部耐材侵蚀情况提供详尽的数据。同

时提供按照鱼雷罐罐号或日期对所关注的鱼雷罐的数据进行查询，并提供鱼雷罐罐体温度及耐材残厚的变

化曲线，为高炉操作人员对鱼雷罐进行分析提供帮助。

6）适用性强

设备不受白天和黑夜以及气候的影响，安装维护便捷。

3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应用效果

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安装在炼钢车间前道路口，实时在线检测所有进入炼钢车间的鱼雷

罐，可以准确的检测鱼雷罐表皮温度及内部耐材情况，保证鱼雷罐安全稳定的运行，有效避免事故发生。

同时可准确的掌握内部耐材残厚信息，避免鱼雷罐过度维护及过早拆除，有助于提高鱼雷罐使用寿命。2019

年 5-8 月份，鱼雷罐平均寿命 869 次，较安装系统前的平均寿命提高 20 来次，长期运行后，根据系统运行

情况及使用人员经验提高，鱼雷罐平均寿命预计将继续提高 50 次以上，该系统提高了迁钢炼铁生产的自动

化水平，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4 结论

1）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可以在线、实时测量鱼雷罐罐体表面的热状态，属国内首套针对

鱼雷罐罐体监测的自动化高且功能较全面的检测系统，该系统具备测量精度高、全程自动化测量预警/报警、

自动识别鱼雷罐罐号、数据存储及查询、适用性强等功能。

2）首钢股份公司应用鱼雷罐罐体侵蚀自动在线检测系统后鱼雷罐平均寿命得到提高，长期运行后，鱼

雷罐平均寿命预计提高 50 次以上，既可避免鱼雷罐过度维护、过早拆除，又能避免鱼雷罐烧穿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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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传电台与 RTU 的电机水泵

无线测温系统设计与应用

薛冬晨 鲁绍军 毛松林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部）

摘 要：

本文针对电机和水泵关键部位的温度监测缺失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方案。设计了一种基于数传电台与 RTU

的无线测温系统。应用智能无线数传机（E800 和 2510），通过温度测量电路、复位电路等关键电路的设计，实

现对电机、水泵重要点位温度的实时监测。持续性和稳定性在实际应用中得到验证，该技术在电气设备的远程、

集中监控管理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数传电台 RTU 无线测温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wireless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system for

motor pump based on digital transceiver and RTU

XUE Dongchen LU Shaojun MAO Songlin

（Beijing Shougang Co.，Ltd.）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olutions for the lack of temperature monitoring in the key parts

of motors and pumps.Awireless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system based on digital transceiver and

RTU is designed. Intelligent wireless data transmitters (E800 and 2500) are used to realize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temperature of important points of motor and pump through the design

of key circuits such as temperature measuring circuit and reset circuit.The sustainability and

stability are verifie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the technology has great application value

in remote and centralized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Key word Digital radio RTU wireless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remote monitoring

冶金企业里，能源供应多种多样，高、低压泵组百余台，并且分布广泛，为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管理，

提升设备监控实时性，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对设备进行在线、实时监测十分必要，而数量之多、相对分散

为监测管理带来困难。

随着企业转型提效及操检合一工作的不断推进，岗位运行人员不断减少。为了能及时发现转动设备的

各种异常和故障、避免引发更为严重的机械或电气事故，对部分重要电机、水泵没有轴承温度监测的点位

安装无线测温装置，节省了电缆敷设的人力、物力。本设计共包含 7 个作业区，388 个点位，实现在主控室

监控电脑对现场设备测点的无线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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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结构

本系统现场部分由多个探头和一个数据采集站组成，如图 1 所示。探头可以安装在一台设备上，也可

以安装在多台不同的设备上，每一个无线温度传感器均是一个独立工作单元，有自己的唯一地址，安装方

便，无需布线。采集器将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分析打包处理，通过无线传到采集机，进而实现测点温度的远

程监测。

图 1 数采无线传输系统整体结构

1.1 数采无线传输系统整体结构

系统由无线温度采集器、中继器、智能无线数传机、信号转换器等设备组成。

智能无线数传机和无线温度采集器形成一个无线通信组，工作在同一频段。采集点根据现场情况的不

同通过两种方式与现场中间站进行通信，一种采用磁力吸附方式安装，与外界无任何电路连接是完全电气

隔离的，测量结果以无线数字传输方式传送给接收设备；另一种通过六合一采集器，将来自现场设备接线

盒的 6 个预埋好的温度采集点与采集器连接。采集器集成了 APC300 超低功耗微功率无线传感器发射模块，

内置 12bit 高精度 ADC（模数转换器），直接与 PT1000 热电阻连接。两种方式均为电池供电。

表 1 温度采集主要技术性能

技术指标 参数

测量范围 -55℃～+125℃

测量精度 ±3℃

频率范围 425-450MHz（免申请）

发射功率 10mW(10dBm)

传输距离 ≥ 500m （无阻挡）

接收灵敏度 -120dbm

测量循环周期 t*100 秒（可以用户设置）

防水级别 无线传感器 IP65

电源 采集器 AC220V；无线传感器 3.7V 高能电池

智能无线数传机采用 4 电平连续相位频移键控调制的数传电台 2510，数传电台用一体化模块直接安装

在远程终端单元 RTU 上。

主站采用全向天线，为所有的远程站提供相等的覆盖，远程站采用定向天线，把与其它用户的互相干

扰减小到最小。

系统有效覆盖范围与各站所处的环境及主站、从站天线架设高度有直接关系，当主站与从站较远或有

阻隔时，用中转电台是实现可靠通讯的唯一选择。无线温度采集中间站和现场数据采集器接收来自个测点

的无线信号，每 10 个测点入一个采集器，中间站和采集器通过 E800 模拟量采集模块将分散的现场数据点

的模拟信号经 A/D 变换传输到主机。数传电台采集的信号通过转换器将电流环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传输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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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进行处理。

1.2 关键电路设计

系统设计中，AT89C51 微型控制器使用温度传感器 DS18B20 收集汇集温度，使用低功率 CMOS连续 EEPROM

AT24C02 执行搜集数据保存，使用 T6963CLCD 控制器收集温度显示和传输。

1)温度测量电路

DS18B20 是数字温度传感器电路的感温元器件，DS18B20 适应一个更宽的电压范围 3.0V~5.5V，支持多

点组网功能，达到网络多点测量温度;抗干扰能力强，输出的是数字信号，用于产生固定频率的脉冲信号发

送给计数器 1，经运算，温度寄存器中的数值即为所测温度。

2)存储电路设计

由于微型控制器的数据存储设计的是非常必要的。采用低功率 CMOS 连续 EEPROM AT24C02 执行搜集数

据的保存，通过 SDA (串行数据线)和 SCL (连续时钟线)被连接到对调动信息的设备之间，根据地址辨认每

个设备。

3)MCU 电路设计（中间站）

在中间站内 MCU 是一个重要组分，它同传感器之间通过 12C 总线连接，占用 2 条 MCU 输入输出口线，

二者之间靠软件完成通信。本方案中，传感器的 7 位地址设定为 1001000。MCU 需要访问传感器时，发出一

个 8 位寄存器指针，然后再发出传感器的地址。主程序不断更新传感器配置寄存器，会使传感器没更新一

次测量一次温度。发出单步指令后，产生定时中断唤醒 CPU，定时的长短通过编程调整，以便适应实际生产

需要。

AT89C51 作为这个设计的核心，使用了 DS18B20 芯片的温度传感器设计，加上一条适当的外在电路，不

需要考虑电路 A/D 转换的设计，不仅达到了测量效果，还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可靠性。

2 无线测温系统软件设计

2.1 无线数据传输组网方式（系统组网方式和通信规约）

温度测量数据采用 TTL 电平信号，通过 APC300 发射模块进行无线传输。TTL 电平与 CMOS 电平等其它信

号相比具有速率高、热损耗低、对电源要求不高等优点，对于无线探头电池供电而言十分合适，无线信号

数据采集结构图如图 2。

图 2 无线信号数据采集结构图

通过计算机对每个无线测量探头模块进行线下写入，包括信道、中间站、传感器地址、波特率、奇偶

校验、空中速率、输出功率等信息，以保证现场上位机对测点采集的一一对应。

无需编写无线与传感器部分的软件，也不需要额外的 MCU 和外围器件。APC300 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

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收发频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发射间隔以及传感器类型等各种参数，本

次设定每 10 秒轮询一次。APC300 模块能定时采集传感器数据并发送，合理的设定采集周期。

APC300 发射模块特点：1000米传输距离,速率3.125Kbps，频率（425-450）MHz,（863-870）MHz,（902-928）

MHz 2.1-3.6V 宽电压工作范围，发射电流 14mA，多频道可设，GFSK 的调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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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情况，选用六合一探头或单一探头，对 PT1000 信号进行采集，将采集到的模拟信号进行分析

打包处理，应用 APC300 模块传输给中间站。

中间站集成APC300模块和E820模块，APC300负责接收来自现场采集器的信号，将TTL信号转换为RS232

信号，又通过 E820 模块传输给智能无线数传机，智能无线数传机采用点对多点（MAS）的通讯方式，由主

站和多个相关远程站组成，一个 MAS 网络为中央主计算机和远程终端单元 RTU 或其它数据采集设备之间提

供通讯，这样，无线系统传送原始格式的数据，不改变数据格式。

2.2 软件实现

图 3 软件流程图

传感器节点在上电以后，进行硬件初始化。在加入已有网络后，定时向协调器或者路由设备发送温度

值。温度信号传输给相应系统上位机，又通过厂区内网发送给服务器。

系统软件流程图如图 3，系统包含两个软件，一个现场监视软件，用于岗位人员对设备的日常监控，该

软件安装在点检电脑上；另一个是管理监控软件，用户为能上内网并有查看需求的管理者，实现对需要查

看区域设备温度的查看功能，根据管理范围不同，设置多级权限，本作业区账号只能查看本区域设备。

1）现场 PC 中心监视软件：

每个站所的上位机应用 VB 语言进行编程，对智能无线数传机采集、转换得到的数字信号进行解析，刷

新速率为 1 秒。主要实现实时温度监测画面：显示测点实时温度、报警值设定、电池电压；测点温度趋势

曲线画面：可选的单点、多点温度历史曲线查询；报警画面：查阅设定报警值的超限历史记录。

软件共有 5 个基本工作画面，对应为 6 个基本工作状态。分别是：通信检查状态（主画面）、棒图显

示状态、区域平面图显示状态、曲线查询状态、历史记录查询状态和探测器组态配置状态，如图 4。

图 4 PC 中心监视软件设计流程图

2）局域网客户端软件

客户端实现各个作业区数据的汇总，将汇总的数据进行处理、分类保存，以便用户对数据库的访问。

在需要访问数据库的计算机上（局域网用户）安装客户端软件，用户可以在自己工作的计算机上时时了解、

掌握各个作业区重要电机、水泵的温度。

客户端应用 C#（C Sharp）语言进行编程，拥有 C++的强大功能及 VB 简易使用的特性，是一个组件向

导向的程序语言，将现场工控机接收的数据进行解析，对各个站所的数采机扫描周期为 1s，传输给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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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3 系统试验及误差分析

经过半年的在线试验，分别从系统可行性与最远距离传输稳定性出发，进行试验工作，每 4 小时对现

场点位用测温枪测试，与无线温度数据对比，判断其准确性。将实测数据与无线测温系统测量数据进行对

比，二者数值和数据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如图 5。满足对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测温需要，且信号稳定，数据

传输正常。

图 5 现场测量数据与无线测温系统测量数据对比图

误差分析：从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到，红外测温值与热电偶所测值相比，两者最大相对误差小于 5％．

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

1）测点接触面磁铁有一定厚度，并且测温枪与固定探头测点有一定距离；

2）由于给红外传感器的供电电源同时还给 24V 转 5V 的电压转换模块供电．虽然电池本身的纹波很小，

但系统运行时电源的纹波比较大(达到 700mV)，这也影响了系统数据稳定性和可靠性；

3）在硬件电路中对温度信号进行了一些处理，电压信号与温度的对应关系是 1：20，相当于将电压信

号进行了放大，产生的误差不影响对生产监测的整体趋势。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数传电台与 RTU 的电机水泵无线测温方案，介绍了整个测温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结

构，以及各部功能和特点做了介绍。完成了各部分测试实验及系统整体实验，并得到实际应用，保障了设

备监控稳定性与连续性。

本系统的实现，为运行设备的状态监控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且经济有效，将数传电台与温度巡检和

远程传输技术相结合，创新性的应用于重要电机、水泵设备，简化了数百甚至上千测温系统所需的庞大布

线系统，提升能源系统设备运行监测水平，可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力设备的运行监控，对于保障设备的运行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对不参与连锁、控制的点位的远程监测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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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AlwaysOn 技术实现“无域”环境数据库高可用

张兴富 王勇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计控检验中心）

摘 要文章主要介绍如何在“无域”环境中搭建 windows 群集实现数据库高可用，以往 SQLServer 的高可用

环境都是建立在“域”环境之中，使得“域”成为了一个故障点，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搭建时间和成

本，直至 Windows Server 2016 系统问世，其 AlwaysOn 组件支持无“域”环境的群集搭建，才使得不依赖

“域”环境的数据库高可用成为可能。

关键词 AlwaysOn 高可用（HA）故障转移群集（WSFC） 域（AD）

1 前言

就 SQLServer 数据库系统而言，某些应用要求不间断运行即高可用。一直以来，通过搭建

SQL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来实现高可用，即当运行节点出现故障宕机时群集的热备节点可以自

动启用，切换时间大约在 5-15 秒之间且不会丢失数据。然而 SQL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必须安

装在“域”环境中，群集的稳定性受到“域”的影响制约，特别是一个“域”中有多个群集的

情况，当“域”出现故障时往往不可修复，从而导致“域”中所有的高可用群集都变成数据灾

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微软推出了 SQLServer 的 AlwaysOn 高可用组件来替代部分群集功能，它

不仅可以降低搭建的成本，而且还减少了部署和运维的工作量。

2AlwaysOn 可用性组概述

2.1AlwaysOn 概述

AlwaysOn 可用性组作为 SQL Server 2012 的新特性被引入，它增强了数据库镜像和故障

转移集群技术，提供了高可用和灾难恢复。AlwaysOn 可用性组支持的复制环境适用于一组离

散用户数据库，称为“可用性数据库”。可以创建可用性组以实现高可用性 (HA) 或读取缩放。

HA 可用性组是一组共同实现故障转移的数据库。读取缩放可用性组是一组复制到其他 SQL

Server 实例以实现只读工作负荷的数据库。

每组可用性数据库都由一个“可用性副本”承载。有两种类型的可用性副本：一个“主副

本”和一到四个“辅助副本”。它承载主数据库和一至八个“辅助副本”，其中每个副本承载一

组辅助数据库，并用作可用性组的潜在故障转移目标。可用性组在可用性副本级别进行故障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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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lwaysOn 部署要求

在 Windows 上为 HA 部署 AlwaysOn 可用性组需要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WSFC)。

给定可用性组的每个可用性副本必须位于相同 WSFC 的不同节点上。HA 配置中会为创建的每个

可用性组创建一个群集角色。WSFC 群集将监视此角色，以便评估主要副本的运行状况。针对

AlwaysOn 可用性组的仲裁基于 WSFC 群集中的所有节点，而与某一给定群集节点是否承载任何

可用性副本无关。与数据库镜像相反，在 AlwaysOn 可用性组中没有见证服务器角色。

下图 1显示的是一个包含一个主要副本和四个次要副本的可用性组。支持最多八个辅助副

本，包括一个主副本和两个同步提交辅助副本。

图 1 WSFC

2.3 可用副本

每个可用性组定义一个包含两个或更多故障转移伙伴（称为可用性副本）的集合。“可用

性副本”是可用性组的组件。每个可用性副本都承载可用性组中的可用性数据库的一个副本。

对于某个给定可用性组，可用性副本必须位于某一 WSFC 群集的不同节点上的单独 SQL Server

实例上。必须为 AlwaysOn 启用这些服务器实例中的每个实例。

对于每个可用性组，一个给定实例只能承载一个可用性副本。但是，每个实例可用于多个

可用性组。给定的实例可以是独立实例或 SQL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实例 (FCI)。如果系统要

求服务器级别的冗余，则使用故障转移群集实例。

2.4 可用模式

可用性模式是每个可用性副本的一个属性。可用性模式确定主副本是否在给定的辅助副本

将事务日志记录写入磁盘（强制写入日志）之前，等待提交数据库上的事务。

AlwaysOn 可用性组支持两种可用性模式：“异步提交模式”和“同步提交模式”。

（1）异步提交模式

使用此可用性模式的可用性副本称为“异步提交副本”。在异步提交模式下，主副本无需

等待确认异步提交辅助副本已硬化日志，便可提交事务。异步提交模式可最大限度地减少辅助

数据库上的事务滞后时间，但允许它们滞后于主数据库，因此可能会导致某些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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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步提交模式

使用此可用性模式的可用性副本称为“同步提交副本”。在同步提交模式下，在提交事务

之前，同步提交主副本要等待同步提交辅助副本确认它已完成硬化日志。同步提交模式可确保

在给定的辅助数据库与主数据库同步时，充分保护已提交的事务。这种保护的代价是延长事务

滞后时间。

2.5 故障转移类型

在主副本和辅助副本之间的对话上下文中，通过称为“故障转移”的过程，主角色和辅助

角色是潜在可互换的。在故障转移期间，目标辅助副本转换为主角色，成为新的主副本。新的

主副本使其数据库作为主数据库联机，而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连接到这些数据库。如果以前的

主副本可用，则它将转换为辅助角色，成为辅助副本。以前的主数据库成为辅助数据库,且数

据同步恢复。

有两种故障转移形式：

（1）计划的手动故障转移（无数据丢失）

手动故障转移在数据库管理员发出故障转移命令之后发生，它将导致已同步的辅助副本转

换为主角色（同时确保数据受到保护），而主副本转换为辅助角色。手动故障转移要求主副本

和目标辅助副本都在同步提交模式下运行，并且辅助副本必须已同步。

（2）自动故障转移（无数据丢失）

自动故障转移是为了响应导致已同步的辅助副本转换为主角色（同时确保数据受到保护）

的故障而执行的。如果以前的主副本变为可用，则它将转换为辅助角色。自动故障转移要求主

副本和目标辅助副本都在同步提交模式下运行，并且故障转移模式设置为“自动”。此外，次

要副本必须已同步并具有 WSFC 仲裁，且满足由可用性组的灵活故障转移策略指定的条件。

3SQL Server AlwaysOn 和 WSFC

3.1 Windows 故障转移群集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WSFC)是一组独立的服务器，它们共同协作以提高应用程

序和服务的可用性。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提供了各种基础结构功能来支持所承载的

服务器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SQL Server 和 Microsoft Exchange）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

方案。如果一个群集节点或服务失败，则该节点上承载的服务可在一个称为“故障转移”的过

程中自动或手动转移到另一个可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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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FC 中的节点协同工作，共同提供以下类型的功能：

（1）分布式元数据和通知

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维护着 WSFC 服务和承载的应用程序元数据。除了承载的应用程序设

置之外，此元数据还包括 WSFC 配置和状态。对一个节点的元数据或状态进行的更改会自动传

播到 WSFC 中的其他节点。

（2）资源管理

WSFC 中的各节点可能提供物理资源，如直接连接存储、网络接口和对共享磁盘存储的访

问。承载的应用程序将其本身注册为群集资源，并可配置启动和运行状况对于其他资源的依赖

关系。

（3）运行状况监视

节点间和主节点运行状况检测是通过结合使用信号样式的网络通信和资源监视来实现的。

WSFC 的总体运行状况是由 WSFC 中节点仲裁的投票决定。

（4）故障转移协调

每个资源都配置为由主节点承载，并且每个资源均可自动或手动转移到一个或多个辅助

节点。基于运行状况的故障转移策略控制节点之间资源所有权的自动转移。在发生故障转移时

通知节点和承载的应用程序，以便其做出适当的响应。

3.2 SQL Server AlwaysOn 技术和 WSFC

SQL Server Always On 是一个充分利用 WSFC 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Always On

功能提供一个灵活的集成解决方案，用于提高应用程序可用性，提供更好的硬件投资回报，并

简化高可用性部署和管理。

AlwaysOn 可用性组和 AlwaysOn 故障转移群集实例将 WSFC 用作一种平台技术，将组件注

册为 WSFC 群集资源。相关的资源合并为一个“角色”，这些资源可能依赖于其他 WSFC 群集资

源。这样 WSFC 就可以感测并标明是否需要重启 SQL Server 实例，或自动将其故障转移到 WSFC

中的不同服务器节点上。

3.3 数据库级高可用性与 AlwaysOn 可用性组

Always On“可用性组”是一个或多个一同故障转移的用户数据库。一个可用性组包含一

个主“可用性副本”和一至四个次要副本，这些副本通过基于 SQL Server 日志的数据移动来

实现数据保护以进行维护，无需共享存储。每个副本均由 WSFC 的不同节点上的 SQL Server

实例承载。可用性组和相应的虚拟网络名称注册为 WSFC 群集中的资源。

主副本节点上的“可用性组侦听器”SQL Server 响应要求连接到虚拟网络名称的传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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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请求，侦听器基于连接字符串中的属性将每个请求重定向到相应的 实例。

当发生故障转移时，不是将共享物理资源的所有权转移到另一个节点，而是利用 WSFC 重

新配置另一个 SQL Server 实例上的辅助副本，使其成为可用性组的主副本。然后，将可用性

组的虚拟网络名称资源转移到该实例。

在任何给定时刻，只有单个 SQL Server 实例可承载可用性组数据库的主副本，而所有关

联的辅助副本都必须分别驻留在单独的实例上，并且每个实例必须驻留在单独的物理节点上。

3.4SQL Server AlwaysOn 组件与 WSFC 的关系

SQL ServerAlwaysOn 和 WSFC 功能和组件之间存在多层关系。

AlwaysOn 可用性组承载于 SQL Server 实例上。

指定将连接到主数据库或辅助数据库的逻辑可用性组侦听程序名称的客户端请求将重定

向至基础 SQL Server 实例或相应实例网络名称。

“SQL Server 实例”当前承载于单个节点上。

WSFC 监视一组服务器的运行状况并管理它们的配置。

WSFC 机制将对 WSFC 配置元数据和状态的更改传播到 WSFC 中的所有节点。如果使用磁盘

见证，则还会将元数据存储在此处。默认情况下，WSFC 的每个节点都会获得仲裁投票，并且

如果已配置见证，可在必要时使用见证。

AlwaysOn 可用性组注册表项是 WSFC 群集的子项，SQL ServerAlwaysOn 和 WSFC 的关系如

图 2所示：

图 2 WSFC 与 AlwaysOn

4SQL Server AlwaysOn 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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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On 可用性组需要建立在 WSFC 的环境中，首先搭建 WSFC。

4.1 Windows 群集搭建

Windows 故障转移群集搭建都必须依赖 AD，直至 Windows Server 2016 系统发布后使 WSFC

的建立独立于 AD，与以往搭建的区别在于每个 WSFC 节点必须安装 DNS 功能并建立相关指针并

修改 hosts 文件增加相应名称指向用来替代 AD 功能，具体搭建过程本文不做介绍。

4.2 AlwaysOn 安装

在 WSFC 安装完成后，在群集资源中添加分布式任务管理器（DTC）后设置群集仲裁，一般

选用群集存储作为仲裁盘。

在每个节点安装 SQL Server，需要注意的是最好用 Administrator 用户进行安装，避免

后续授权问题，如图 3：

图 3 安装用户

安装完毕后在 SQL 配置及管理器中将 AlwaysOn 组件启用。

4.3 建立 AlwaysOn 数字证书

WSFC 节点没有加入 AD，不能用域认证，只能用证书认证，因此需要创建证书和端点。在

配置可用性组前各节点进行证书认证信任，在所有的节点数据库创建的证书，都备份并在其他

节点还原，存放证书的目录需要提前建立。

具体需要在各个节点建立用户使用户与证书关联并授权，然后在各个节点共享证书并授权

节点本地用户。以节点 A为例执行过程如下：

（1）创建证书

USE master

--DROP MASTER KEY

CREATE MASTER KEY ENCRYPTION BY PASSWORD = 'Ywbn7710080()'; --密码必须保持一致

GO

--DROP CERTIFICATE DA_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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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CERTIFICATE DA_cert

WITH SUBJECT = 'DA_cert',START_DATE = '12/12/2019',EXPIRY_DATE = '01/01/2100';

GO

（2）创建连接的端点

--DROP ENDPOINT Endpoint_Mirroring

CREATE ENDPOINT Endpoint_Mirroring

STATE = STARTED

AS TCP (

LISTENER_PORT=5022 --此端口可修改，但必须保持一致

, LISTENER_IP = ALL

)

FOR DATABASE_MIRRORING (

AUTHENTICATION = CERTIFICATE DA_cert

, ENCRYPTION = REQUIRED ALGORITHM AES

, ROLE = PARTNER

);

GO

（3）备份证书以备建立互联

BACKUP CERTIFICATE DA_cert TO FILE = 'C:\backup\DA_cert.cer';

GO

（4）互换证书

将备份到 C:\backup\的证书进行互换，即 d1 服务器的 DA_cert.cer 复制到 d2 服务器的

C:\backup\；d2 服务器器的 DB_cert.cer 复制到 d1 服务器的 C:\backup\

如图 4所示互换证书：

图 4 互换证书

4.4AlwaysOn 配置副本

准备工作完成后，即可使用配置向导来对 AlwaysOn 进行设置，与 SQL Server 群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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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用户数据库，两台节点服务器必须使用相同目录；如同时在 C 根目录下建立 data 文

件夹用于存放数据库文件，而不能使用群集资源中的磁盘，否则当选择群集磁盘时，由于两个

节点不能同时访问到群集磁盘导致错误。

AlwaysOn 主数据库建立后需要添加其他节点的辅助数据库，如图 5所示：

图 5 添加副本

建立完成后远程连接如图 6所示：左侧为主要数据库，右侧为辅助：

图 6 主要和辅助

4.5 AlwaysOn HA 测试

在发生故障时能无缝切换到可用的副本，必须启用侦听器，提前在 DNS 中建立 JT 名称及

IP：10.1.11.75，建立完毕后使用监听器地址进行连接，然后开始测试：将主要节点 DB 的系

统进行重启，期间 Ping 10.1.11.75 监听器地址：大约丢失 2个数据包即可自动恢复，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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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Ping 测试

节点 DB 的系统重启前节点 DA 的状态为：数据库：jsjzgl“已同步”DA 为“辅助”、DB

为“主要”；DB 重启之后，远程连接节点 DB 后显示系统已切换为：DA 为“主要”，DB 为“辅

助”。

至此本次配置测试无域 AlwaysOn 成功，证明 AlwaysOn 在无 AD 环境中也可实现高可用，

能够在无域群集中自动切换，保证业务及数据的连续性和系统可靠性。

5 结论

文章介绍了如何利用 Windows Server 2016 系统 AlwaysOn 组件在无“域”环境中搭建 SQL

Server 数据库高可用系统。解决了一直以来 SQL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对“域”环境的依赖问

题。在今后的信息化建设中或对外项目实施中，我们可根据实际环境对于 SQL Server 故障转

移群集的需求，利用 AlwaysOn 来实现，可以减少传统方式建双“域”控的成本，提高建设速

度、降低运维成本。

作者简介:

张兴福，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计控检验中心系统管理员，网络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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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控制在加热炉煤气阀控制中的应用

李延超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加热炉以其复杂的燃烧环境，多变的干扰因素，一直都是化工企业控制的难点。可见采用优秀的加热炉

煤气阀的控制方式，可以提高该加热炉的平稳性，改善了燃烧状况，提高热效率，稳定产品质量。本文在分析

PID 单回路控制和串级回路控制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带前馈的预测函数的 PID 控制策略，并以 PCS7 集散控制

系统为开发平台，阐述了以 DCS 系统为控制核心的加热炉煤气阀的 PID 控制方式。

关键词：加热炉；PID；先进控制;扰动；控制策略

Application of PID Control in Gas Valve Control of Heating Furnace
LIYANCHAO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angShan 063200)

Absrtact: Heating furnace with its complex combustion environment and changeable interference factor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oint in the control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xcellent control mode of heating
furnace gas valve can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the heating furnace, improve the combustion condition, improve the
thermal efficiency, and stabilize the product qua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ID single-loop control and cascade-loop control,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PID control
strategy with feed-forward predictive function. Taking PCS7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as the development platform,
the paper expounds the PID control mode of heating furnace gas valve with DCS system as the control core.
Key words: heating furnace; PID; advanced control; disturbance; control strategy

1加热炉先进控制的意义

在化工生产中常见的加热炉是管式加热炉。其形式可以分为箱式、立式和圆筒炉三大类。对于加热炉，工

艺介质受热升温或同时进行汽化，炉膛内部温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下一道工序的工况和最终产品质量。

针对加热炉煤气阀控制出现的问题，根据其加热炉的工艺特点一些企业采用了先进控制系统，制定了易于

工程实施的预测函数控制策略，在西门子 PCS7 集散控制系统（DCS 控制）中实现了加热炉煤气阀的先进控制，

它可以克服各种扰动的影响，使被控变量保持在工艺所允许的范围内平稳运行。所设计的先进控制系统提高了

该加热炉的平稳性，改善了燃烧状况，提高了热效率，稳定了产品质量。

2 DCS控制

加热炉煤气阀控制利用西门子 DCS 控制，其程序内部自带的数据运算模块和常规控制模块进行先进控制算

法的组态、编程，实现加热炉煤气阀的先进控制。这种实现方式相对于把先进控制建立在上位机上的方式，更

为可靠，工艺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更易接受。

加热炉煤气阀控制采用工作稳定的西门子 S7_400_DCS 及其配套的远程站系列的模块（数字量/模拟量）及

数据通讯模块，并使用西门子 WINCC 工业级监控软件作为人机交互监控软件。在基础自动化控制系统中，DCS

系统采用了大量的总线连接方式用于现场机旁操作台箱、PLC 远程 I/O 柜，总线通过 Profibus-DP 网与 DCS 相

连，这样大大减少了现场 I/O 接线，提供了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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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热炉常见控制方案

3.1 单回路控制

单回路控制方案是目前 PID 回路控制的比较常用的控制方式，以加热炉炉膛内温度控制的单个 PID 回路控

制为例，单个回路控制原理图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单个回路控制原理图

加热炉煤气阀控制利用西门子 DCS 控制，其程序内部自带的数据运算模块和常规控制模块进行先进控制算

法的组态、编程，实现加热炉煤气阀的先进控制。这种实现方式相对于把先进控制

3.2 串级控制

为了改善控制品质，满足生产的需要，石油化工和炼油厂中的加热炉大多采用串级控制系统。串级回路控

制原理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串级回路控制原理图

加热炉出口温度和煤气进口流量的串级控制，主调节对象为加热炉出口温度，副主调节对象为加热炉入口

流量。初始阶段，加热炉出口温度不变，温度控制器的输出参数不变，流量控制器就按照变化了的测量值与没

变的设定值之间的偏差以单个回路在手动模式下的内给定的方式进行控制，操作人员前期通过上位改变执行阀

的原有开度，使燃料向原来的设定值靠近，中期单回路调节趋近稳定，则单个回路在自动模式下的内给定的方

式进行自动控制，后期当加热炉出口温度渐渐趋近于目标温度值，并且稳定波动范围可以在流量自动控制模式

下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时，流量控制器采用自动模式下的外给定的方式控制，同时温度控制器的模式改为自动模

式下的内给定的方式控制。

当出口温度发生变化时，温度控制器不断改变着流量控制器的设定值，流量控制器就按照测量值与变化了

的设定值之差进行控制，直到炉出口温度重新恢复到设定值。加热炉出口温度和煤气进口流量的采用串级控制

的效果：当整个串级控制系统在已稳定状态下的运行，当系统受到外界扰动变量的干扰时，如有后续工段产品

用量变化、助燃空气流量（压力）或煤气压力波动，煤气热值和烟囱吸力等因素综合作用后，首先将反映炉膛

温度的变化，以后在影响到炉出口温度，而前者滞后远较后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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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带前馈的预测函数的 PID 控制

炉膛温度是实现加热炉安全燃烧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炉膛内燃烧作用多种因素的耦合作者，使得原有的

常规 PID 控制无法投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前期的温度控制多采用手动调节煤气入口流量或压力的方式实现

加热炉炉膛温度相对稳定，而这种控制方法弊处较多，它没有考虑加热炉负荷、助燃空气压力（流量）、入口

燃料量、环境温度等干扰因素的影响，导致加热炉的煤气控制无法维持在自动模式下最优的燃烧状态。而采用

带前馈的预测函数的 PID 控制策略能够使炉膛温度的在较小的波动范围内，控制结构示意如下图 3 所示。

图 3 采用带前馈的预测函数的 PID 控制策略

根据炉膛内温度的变化，先进控制器计算出煤气流量调节阀的开度值 MV，来控制炉膛的煤气进入的流量。

并考虑进风量的变化作为前馈进行补偿。工艺人员根据需要输入 SV 值（理想炉膛温度值)，Gff为前馈控制器。

当检测到炉膛温度变化时，偏离了理想设定值 SV，控制器根据预测模型在线优化计算得到煤气流量调节阀

开度，以改变炉膛内煤气进气量，使之达到理想设定值。

当空气量 F 发生变化时，通过前馈控制 Gff 进行补偿，这样使得还没等检测到炉膛温度变化就能提前调整

煤气流量调节阀开度，及时稳定炉膛温度在规定的范围内，保证加热炉的最佳运行。

4 HMI控制

对于 PCS7 软件，在程序编写时采用程序自带的 PID 回路程序块可以方便的实现回路控制，对于一些特殊的

PID 控制方式，程序人员也可以通过编写一些固有的程序块进行调用，配合 PCS7 软件的自带的 PID 程序块，来

完成特殊的 PID 控制。西门子对于 PCS7 软件和 WINCC 软件联系紧密，在组件视图中完成 PID 块的调用后，通

过编译下载 OS 站的方式，可以在相关 WINCC 画面中生成对应显示的 PID 块图标，通过上位的 PID 块图标，操

作人员可以更换手、自动的控制模式，更改内、外给定的方式。PID 块图标展开后的控制面板可以显示更多信

息，更多的参数也可以被工程师整定，如回差的报警值、过程值的变化曲线、高低限报警值等。

WINCC 软件能够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各种统计分析，包括实时数据对比分析。数据分析结果可以通过分析

图表、数据表、曲线图等方式显示，也可以将多参数一起进行历史数据分析，系统能够根据历史数据形成报表。

5结束语

近年来，虽然有许多关于加热炉的控制方法被应用于加热炉煤气阀控制，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无法

满足工艺的要求。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对 PID 控制在加热炉煤气阀控制中的应用与发展启动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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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控制系统在薄板坯连铸机（TSC）生产中的应用

杨圆圆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基于薄板坯连铸机MCCR产线生产模式为连铸连轧，铸机拉速设计为 6米/分钟且为多炉连浇、前后

道工序连贯性密不可分的的工艺特点，分析了 L2控制系统对生产过程跟踪数据和计划管理、质量反馈的重

要性，并讨论了与外部系统的通讯构架。结果表明，根据生产管理系统 L3 下达的生产计划，L2 系统参与

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为基础自动化系统提供设定基准值，从而达到生产的稳定、高效，达到预定

的产品质量和目标。L2组成的过程控制系统（PCS）提供的主要通用功能，是整个生产过程包括订单系统

下发、产品生产线、成品质量判定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连铸机；L2；过程控制；通讯架构；QCS

Application of L2 control system in thin slab caster(TSC)
Yang Yuanyuan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41)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mode of thin slab caster MCCR production line is continuous casting and
rolling, and the casting speed is designed as 6 m / min, which is multi furnace continuous casting, and the process
continuity is inseparable, the importance of L2 control system for production process tracking data, plan
management and quality feedback is analyzed, and the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with external system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plan issued by the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L3,
L2 system participates i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provides the setting
benchmark value for the basic automation system, so as to achieve the stable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and achieve
the predetermined product quality and goal. The main general functions provided by the process control system
(PCS) composed of L2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including order system distribution,
product line and product quality judgment.
Key words: continuous casting; L2; process control;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QCS

0 前言

由 L2 组成的过程控制系统（PCS）提供的主要通用功能。每个 PCS 与低级别自动化系统（1

级 PLC 和 HMI）进行合作，以调整其物理组件，获取实时过程数据和下发设定值。具备对公共

区域独立部件的过程控制功能，对 PCS 与其他自动化部分相交互，

1 区域过程总览

过程控制系统（PCS）负责监控各个过程区域的炉次进度。PCS 通过 PCS 界面（PCSI）在

OWS 向操作工显示。PCS 将与低级别的自动化系统（PLC）进行合作，协调指定区域的工厂的物

理系统，并获取实时过程数据并下发计算设定值。

L2 通过自动操作作为操作工的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操作工的工作量。提供构架减少后

续同类问题的处理差异，以便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提供补偿控制程序来克服较小的过程干

扰的影响，在给定过程区域中 L2 值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外部因素：可行性报告

的准确性操作台的操作规程，包括手动操作的报告在操作工判断 L2 不正确或无帮助的地方提

供调查和解决方案。及时维护过程区域设备和信号传感器准确的工薪冶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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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架构

图 1 二级的上下逻辑关系

Figure 1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levels

过程控制系统的重要部分之一是与外部交换数据从而将内部模块与外部设备结合在一起，
进而减少了操作工必须执行的操作数量（即手动数据输入），并提供更高的数据采集速率一级
对新事件的更快响应。通信系统的协议是是基于 IEEE 802.3 标准（ETHERNET）的局域网（LAN）。
L2 计算机与其他计算机直接交互：位于电气室的基本自动化 PLC，位于控制台的 OWS，位于工
艺室的 PWS，三级电脑，其他二级系统。
2.1 通讯

二级系统与多个系统进行通讯，以便对过程和生产进行控制。
2.1.1 与 PLC 通信

位于电脑室的二级服务器计算机与位于电气室的 PLC 之间存在高度集成通讯,所选择的策
略是在 L2 服务器计算机上运行 PLC 驱动程序，并根据应用的要求进行配置。

通信信道是 IEEE 802.3 以太网网络。L2 与 PLC 交换的点号配置，可参考一级各区域 PLC
系统 LANDef（局域网定义）。
2.1.2 与 OWS 和 PWS 的通信

二级中央计算机通过 IEEE 802.3 以太网与 OWS 和 PWS PC 通信。
每次操作工或工艺技术员登录到 L2 系统时，他/她正在使用的 PC 同 L2 计算机之间建立通

信。此通信的连接直到工作完成结束（即直到注销）。
为控制对中央 L2 计算机的访问，提供了一种安全系统。登录和注销程序的详细说明将在

操作手册中提供。
在 OWS / PWS 和 L2 中央计算机之间交换的信息的数量，频率和格式取决于使用情况; 一

般来说：
每次必须更新界面内容时，L2 会向 OWS PCSI 发送一条消息（例如，每当新的计算结果用

于在界面显示时），每当用户向 OWS 和 PWS 界面输入请求（例如，新计算的命令，或界面更改
的命令或查看 MDB 数据）时都会向服务器发送消息。

对于 PWS 界面，如果用户没有执行任何操作，则不会通过网络进行数据交换
2.2 服务器和工作站
2.2.1 二级服务器

工艺数据主机，生产和辅助数据库。运行所有的 L2 后台程序（管理器，模块和通讯驱动
程序）。与 PLC 和三级电脑通讯。
2.2.2 OWS

OWS 主机操作台 PCS 界面。操作工界面与 PCSI 用以下方式交互：
通过服务器显示从 PLC 接收到的生产信息。允许操作工向服务器进程提供生产命令（炉次

启动，停止）。显示来自服务器进程的输出数据（由操作工命令和生产活动两者产生）。允许操
作工手动输入过程信息。允许操作工生成，查看和打印工厂区域有关的炉次报告。
2.2.3 PWS

PWS 也是客户端应用程序，位于工艺室。提供的功能有：
维护数据库中的生产数据（位于服务器上）。生产计划安排的维护。当 3级存在该功能，

这只是备份功能。所有工厂生产情况简要信息的检查。

3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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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库逻辑部分
L2 的“核心”是位于二级服务器上的关系数据库，它包括：
“永久”数据库，它由几个逻辑部分构成：工艺数据库（MDB）-包括过程处理指令和参考

数据；生产计划-包括处理炉次指令的工作清单；报告-完整的炉次数据记录；辅助-配置和调
整参数表。

“实时”数据库：即（RTDB）包含那些易变化的数据项（即该值在炉次过程中产生且在过
程中可以频繁地更改它们的值），并且它用于保存以下类型的数据；显示数据-在 OWS PCSI 向
操作工显示；共享数据-在两个或更多个组成二级的进程之间传递。
3.2 服务器进程

“区域监控”（SPV）程序在给定的过程区域管理炉次的运行，模型程序（MOD）集中执行
的过程模型，计算驱动程序（DRV）执行 L2 与外界通信的，辅助程序（AUX）执行自动化 L2
系统的维护。
3.3 人机界面进程

OWS PCSI 和 PWS 的两个界面进程是以 L2 服务器的客户端的形式进行处理，它们显示的数
据从 L2 服务器上的数据库读取。
3.4 进程间通讯

两个或多个 L2 进程间的数据传递机制基于 TCP Stocks message 协议。当传输较大数量
的数据时，发送进程通过标准 TCP 事件触发器写入新的、有效的通知类数据。从接收过程推断
在接收 TCP 消息的消息类型中可以看到一些可供读取的新的 RTDB 数据。接收器进程从 RTDB
中的相关表读取新数据。
3.5 L2 自动控制

L2 向 PLC 发送一些新的设定值，那么 PLC 将把设定值发送到机器上。当炉次开始时，L2 SPV
进程需要建立已选取的生产计划中间建立连接，同时建立从 OWS 通知到 MDB 的连接。通过在钢
种定义表中的每个钢种，且定义在产品计划中的数据来执行。SPV 从 OWS 接收标准炉次的钢种
识别代码，该代码在 MDB 中进行查询，产品序列 ID 是 MDB 数据的中定义的可被找到的“关键”
数据项。

4 L2 模型

过程控制系统的“有效部分”由一系列软件模块组成，每个执行以个或多个工艺模型，这
些工艺模型同过程控制的工艺操作是一致的。使用工艺模型以及灵活的工艺数据库确保了二级
过程控制的最好结果：该策略的优点来自于有代表性现象的分析（例如，炉次供应的钢），以
及适应不同工作条件的模型的相关控制能力，即使在不能将其简化为数学公式也可能正确提供
最好的描述结果。

一般来说，模型如下所述运行，数字表示事件的时间顺序。
过程监督模型执行以下功能：从冶金数据库中读取生产要求，并进行信息控制处理。TSC

过程的内部表示，检测重大现场事件如铸坯开始、铸坯打开、产品切割、铸坯关闭、铸坯结束

等。根据内部算法和检测到的事件更新模型。根据处理要求，将工作点发送至一级。进行热处

理相关的测试活动。

图 2 过程模型工作图

Figure 2 working diagram of process model

5 与外部系统通讯

L2 系统与一级 PLC 系统的通讯通过 Middleware 中间件通讯程序完成，RabbitMQ 为人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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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接口，在二级服务器及HMI上可通过DCA Event Viewer(Rabbit消息查看工具)查看一级PLC，

在 DCADPI 与 DCA COM 及 PLC 之间有共享内存，通过分配、建立通道进行转化。在 DCA Config

中可以配置一级 PLC 的地址。

与前后道工序二级系统及外部（PES、LY）等之间的通讯信息可通过 Sentry 软件查看。

6 质量控制

6.1 QCS 功能
二级质量控制控制模型 QCS 是通过设定一系列质量判定规则，检测发现浇次中可能违反或

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它帮助操作工确保产品按照产品质量要求进行控制，并且帮助质检部门
判定产品质量等级。CCMQUART 是在线质量判定模型。

QCS 运行如下：工艺决定当前产品质量的质量标准列表。这些标准可以直接基于实际过程
变量，或一个可以将两个或更多参数相关联的表达公式。这些表中通过 PWS 插入二级系统。一
个缺陷等级被安排到每一个质量准则中（较为严格的，例如“碎断”，“检查”），在质量标准被
违背时，区域中的材料质量问题可以被识别。工艺人员将这些标准分类在各个类别，并将每一
个类别对应每一个生产实绩。当炉次开始时，二级系统为建立当前铸流的质量识别，获取质量
准则并关联到该铸坯，申请 L1 质量监控数据。违反质量标准的列表，质量超标的产品位置信
息和质量信息均可以显示。

QCS 执行以下功能：
从各区域取得过程变量；浇铸过程期间跟踪产品，并将 QCS 设定值同实际过程变量进行对

比。为每个产品返回质量序列。它可以为每个产品定义以下信息：在 QCS 控制下每个变量的最
小/最大/平均/标准差；产品的开始和结束物理位置，该位置为质量标准定义的变量或公式能
在 QCS 控制在有效的范围下的位置。
6.2 质量判定异常代码表达式

数学表达式解析器（MEP）评估代数表达式，其中还包含函数。每个表达式总是作为数值
表达式进行计算。规则是使用表达式参数创建的，这些参数本身就是规则，因为它们具有布尔
结果。每当任何表达式规则有一个真正的结果时，这表示该表达式配置到的区域中可能存在缺
陷。由于它只有一个布尔结果，因此该规则既没有缺陷，也没有注意范围。

表达式规则通常提供了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控制过程质量，因为它们既可以组合不同的变
量参数（只要这些参数与金属有关），也可以以比通过简单的值范围更复杂的方式控制单个参
数。

产品质量结果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在实际产生质量缺陷之前，一个给定的规则必
须被连续违反多长时间。其理念是存在一个“质量惯性”效应，因此也必须有一个基本规则在
一定时间内不满意，以便记录实际的质量缺陷。由于 QCS 在定时样品上工作，因此这些最短时
间可以有效地表示为若干样品。然后，冶金学家必须为每个质量规则定义连续样品的数量，低
于该数量的规则对材料质量没有影响，即使每种质量规则都被破坏。

图 3 部分 QCS 异常代码表达式
Figure 3 part of QCS exception code expression

本文以薄板坯连铸机 MCCR 产线生产模式及铸机拉速设计为 6 米/分钟的工艺特点为前
提，分析了 L2控制系统对生产过程跟踪数据和计划管理、质量反馈的重要性，并讨论了与外
部系统的通讯构架。得出如下结论：L2 组成的过程控制系统（PCS）提供的主要通用功能，
是整个生产过程包括订单系统下发、产品生产线、成品质量判定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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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际震害的土石坝永久变形估算

楚金旺1，朱晟2，3，黄亚梅4

（1.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恩菲研究院，北京 100038；2.河海大学 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98；3.河

海大学 水工结构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8；4.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系，广东 广州 510635）

摘要：土石坝地震震害主要表现为震后永久变形，利用永久变形来评价大坝的抗震稳定与安全更为合理可行。本文结

合30余座土石坝的震害资料，研究了土石坝的自振周期等基本自振特性，同时对场地地震卓越周期、滑块屈服加速度

与大坝最大加速度反应等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基于土石坝实际震害的永久变形计算公式，并与

Makdisi、Sarma等方法的计算值进行比较，该方法具有较好的计算精度。

关键词：土石坝；自振周期；卓越周期；屈服加速度；永久变形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Estimation of Earthquake-induced Permanent Deformation for Earth Dam

Based on Seismic Damage

CHU Jinwang1，ZHU Sheng2,3，Huang Yamei4

(1.ENFI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ENFI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38, 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China；3.Institute of Hydraulic Structur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4. Department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Guangzhou 510635，

China)

Abstract: Earthquake-induced permanent deformation is main performance of rockfill dams and

embankments subjected to earthquake shaking, which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a factor of safety

in evaluating seismic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dams. According to seismic damage of more than

30 earth dams, natur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natural period are studied, factors

affecting earthquake displacement such as predominant period, yield acceleration of sliding mass,

maximum crest acceleration are deeply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 then calculation formulas are

advanced to evaluate the permanent deformation. Compared with values of Makdisi’s, Sarma’s

method,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his method is relatively precise.

Keywords: earth dam; natural period; predominant period; yield acceleration; permanent

deformation

1 研究背景

土石坝由于其就地取材和施工比较简单，是被普遍采用的一种坝型。已有资料表明
[1-4]

，土石坝地震

震害主要表现为震后永久变形。通过计算得到的土石坝在地震过程中发生的永久变形，成为评价其抗震稳

定与安全的重要指标。

自Newmark首次引入屈服加速度的概念
[5]
，并提出计算由于地震作用引起刚塑性坝体有限滑移的基本

思想后，一些研究者依据这一方法提出了各种算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Makdisi和Seed
[6]
在考虑坝体为

非刚性体，在对9座填筑密实、由压实的黏性土构成的土石坝进行动力反应分析，计算其地震永久变形的

基础上，提出估算土石坝地震变形的简化方法。随后，Sarma
[7]
、Ling

[8]
、Jinman

[9]
、Yegian

[10]
等利用大量

的地震记录和震害资料验证以前发展的理论，不断深入并加以完善。由于该类方法是建立在实际土石坝工

程基础上的，其优点是简单和方便；但是，其所用的地震动记录、坝高范围、坡比等较为有限，且地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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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变形样本是通过计算得到的，因而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Serff等
[11]

提出的基于应变势概念的整体变形

计算方法在高土石坝抗震设计中有广泛的应用。但是，基于等价线弹性理论的动力分析方法能否合理计算

土石坝的永久变形，基于室内缩尺的动力试验成果能否合理反映筑坝材料的动力特性，这些问题尚未得到

震害实践的检验。

为此，本文结合土石坝工程的震害资料，分析其产生地震永久变形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基于实

际震害的预测方法。

2 影响土石坝永久变形的因素分析

通过土石坝实际地震的震害调查，整理已建部分大坝遭遇地震时发生的永久变形，见表1。影响土石

坝永久变形的因素较为复杂，主要与筑坝材料物理力学特性、大坝结构振动特性、场地地震动特性等因素

相关。

表1 已建大坝实测地震永久变形

Table 1 Observation Earthquake-induced permanent deformations of earth dams

编

号

坝 名 坝高

/m

坝轴

长度

/m

地震

日期
震级

震中距

/kM

基岩加速

度/g

位移/m

参考资料
水平 竖直

1 Austrian 55 216 10/17/8 7 11 0.575 0.305 0.789 Harder
[13]

2 Demi 17 426 1/26/01 7.6 90 0.2 0.10 0.05 Krinitzsk yand ynes
[12]

3 Fatehgadh 11.6 404 1/26/01 7.6 80 0.3 0.60 0.60 Singh
[2]

4 Guadalupe 43.3 204 10/17/8 7 19 0.425 0.045 0.195 Harder
[13]

5 Guldurcek 68 264 6/6/00 5.9 19 0.152 0.01 0.02 Ozkan
[14]

6 Kalaghogha 14.9 134 1/26/01 7.6 65 0.3 0.05 0.025 Krinitzsky and ynes
[12]

7 Kawanishi 43 170 10/23/0 6.8 17 0.14 0.30 0.30 Yasuda
[15]

8 Rudramate 27.4 875 1/26/01 7.6 80 0.3 4.33 0.83 Singh
[2]

9 Shivlakha 18 300 1/26/01 7.6 28 0.45 1.20 2.00 同上

10 Suvi 15 209 1/26/01 7.6 37 0.42 1.20 2.00 同上

11 Tapar 13.5 135 1/26/01 7.6 43 0.41 0.6 0.5 同上

12 Tsuboyama 20.5 94 10/23/0 6.8 19 0.13 0.07 0.07 Yasuda
[15]

13 Anderson 72 436 10/17/8 7 16 0.26 0.021 0.041 Harder
[13]

14 Anderson 72 436 4/24/84 6.2 16 0.41 0.009 0.014 Bureau
[16]

15 Cogoti 85 160 4/4/43 7.9 89 0.19 0.001 0.35 Arrau
[17]

16 Cogoti 85 160 3/28/65 7.1 153 0.04 0.001 0.001 同上

17 Cogoti 85 160 7/8/75 7.5 165 0.05 0.001 0.001 同上

18 Cogoti 85 160 3/8/85 7.7 280 0.03 0.001 0.001 同上

19 Ei Infiernillo 148 344 3/14/79 7.6 110 0.23 0.044 0.128 Resendiz
[18]

20 Ei Infiernillo 148 344 9/19/89 8.1 113 0.2 0.025 0.049 同上

21 Ei Infiernillo 148 344 9/21/89 7.2 116 0.12 0.033 0.065 同上

22 La villita 60 425 11/15/7 5.9 10 0.084 0.012 0.024 Elgamal
[19]

23 La villita 60 425 10/11/7 4.9 52 0.148 0.012 0.024 同上

24 La villita 60 425 3/14/79 7.6 11 0.1 0.012 0.013 同上

25 Lla villita 60 425 10/25/8 7.3 121 0.174 0.024 0.114 同上

26 Lla villita 60 425 9/19/85 8.1 58 0.24 0.102 0.336 同上

27 Matahina 85 400 3/2/87 6.5 11 0.241 0.25 0.099 Pender and Robertson
[20]

28 Newell 55.5 229 10/17/8 7 10 0.425 0.23 0.011 Hard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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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Oroville 235 210 8/1/75 6 7 0.11 0.001 0.007 Bureau
[16]

30 Cogswell 85.3 175 10/1/87 6 29 0.06 0.001 0.001 Boulanger
[21]

31 Cogswell 85.3 175 6/28/91 5.6 4 0.26 0.016 0.041 同上

32 Surgu 57 736 5/5/86 6.6 10 0.21 0.001 0.15 Ozkan
[32]

33 石 邑 26 1/5/70 7 0.15 顾淦臣
[1]

34 王家坎 17 525 2/4/75 8 16 0.15 0.25 同上

35 三道岭 24 575 2/4/75 7 18 0.22 同上

36 白 河 66 960 7/28/76 5.5 150 0.053 0.03 0.06 同上

37 紫坪铺 156 650 5/12/08 8 5.5 0.55 0.20 0.68 陈生水
[23]

38 碧口 105 297 5/12/08 8 37 0.21 0.16 0.24 王复来
[24]

2.1 场地地震动特性
2.1.1 地震卓越周期Tp

由于坝址基岩地震动为随机过程，频率（或周期）不是常数，通常用卓越周期来表征基岩地震动时程

曲线的周期性质。坝址场地地震卓越周期采用Seed
[25]
关于卓越周期与震中距、震级关系的研究成果（见图

1）来确定，同一震级时，卓越周期随震中距增加而增大。

震中距或断层距  /kM

卓
越

周
期

 
 
/

s

图 1 坝址地震卓越周期与震级、震中距的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dominant period and magnitude and epicenter

2.1.2 基岩最大加速度

坝址基岩的地震加速度峰值越高，土石坝的地震反应越剧烈，其震后永久变形越大。考虑到基岩加速

度峰值与坝顶加速度反应峰值有较好的相关性，本文近似利用坝顶加速度反应来反映这种影响。

2.2 大坝自振周期
土石坝地震反应的大小，与地震时坝址地基和坝体耦合作用的强弱有关。对应于第一振型的自振周期

为基本自振周期。在岩基上修建的土石坝，它的基本自振周期一般在0.3～1.5s，而坚硬场地的地震加速

度时程的卓越周期为0.1～0.5s，大坝自振周期对其动力反应影响较大；当自振周期与地震动卓越周期接

近或相等时，地震作用下大坝的动力反应则会急剧增大，其自振周期与场地卓越周期的关系是决定土石坝

地震反应剧烈程度的关键因素。

土石坝的自振周期较为复杂，与坝高、坝坡、筑坝材料特性、河谷形状和坝基等因素有关，与大坝挡

水高度也有关系。不少学者
[26-28]

在研究坝体自振周期时采用简化方法，主要考虑坝高的影响。

根据剪切楔法，假定坝体动剪模量沿坝高呈1/n次幂变化： 1/( ) nG K gH ，则
1/

0

nzG G
H

   
 

，G0为

坝底的动剪切模量，可求得其自振周期为：

2
1 2

1/
1

2 1

2 2
2 1 ( )

n
n

i n

n

nT H
n K g

 
 








(1)

其中Ti为第i阶自振周期，单位为s；H为坝高，单位m；ρ为材料密度，单位为kg/m3；K为常系数；g

为重力加速度，单位为m/s
2
； 1

2 1n



为第一类贝塞尔函数的第1/(2n-1)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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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Ghaffar
[29]

对Santa Felicia坝和Nose
[30]

对Kisenyama坝进行的现场试验实测资料，取n=3.0。

上述自振周期计算公式（1）适用于二维情况，实际土石坝自振周期还与河谷的形状有关。定义 反

映三维河谷影响
[31]
，即

 2
1

'
1

/
41

1

HL

TT


  ， (2)

式中L为坝轴线长 ，则大坝基本自振周期修正为

5
2.4' 6

1 1/3( )1
5

T H
K g

 


 
 (3)

为了简化起见，可将涉及材料特性的数据用函数 1( )f m 表示，m的取值可反映不同筑坝材料力学特性

的影响，则其一阶自振周期可表示为关于m、H、 L/H的函数，即

1 1 2 3( ) ( ) ( / )T f m f H f L H   （4）

其中：
0 .52

3 ( / ) 1 4 /( / )f L H L H


    ， 0 .8 3
2 ( )f H H ， 1( )f m 可根据一些实测土石坝的自振

周期拟合得到。根据规范
[40]

规定，地震作用效应影响小于5%的高阶振型略去不计，采用一阶自振周期作为

基本自振周期。

表2 实测土石坝基本自振周期

Table 2 Natural period of earth dams

编

号
坝名 坝型 坝高/坝轴

长 /m
自振周期 /s

激励

类型 参考资料

1 Carbon Canyon 均质坝 30/587 0.64 地震 Abdel-ghaffar and scott
[32]

2 Dry Canyon 均质坝 18/148 0.52 Keightley
[33]

3 Tajik 均质坝 30/129 0.5 Atrakova
[34]

4 Bouquet Canyon 分区土坝 63/363 0.32～0.45 地震 Keightley
[33]

5 Brea 心墙土坝 26.5/538 0.37 地震 Abdel-ghaffar and scott
[32]

6 Cubuk 分区土坝 62/230 0.44 Oner and Erdik
[35]

7 Rifle Gap 分区土坝 37/457 0.32 Heller and Ahlberg
[37]

8 Sannokai 分区土坝 37/145 0.35～0.42 地震 Okamoto
[36]

9 Santa Felicia 心墙堆石坝 61/389 0.61 地震 Abdel-ghaffar and scott
[38]

10 Keban 心墙堆石坝 165/610 0.61
强迫振

动
Oner and Erdik

[31]

11 Kisenyama 心墙堆石坝 95/267 0.37～0.50
强迫振

动
Nose

[30]

12 Kuzuryu 堆石坝 128/355 0.53 地震 Okamoto
[36]

13 Miboro 斜墙堆石坝 131/405 0.37～0.59 地震 Okamoto
[36]

14 Rema 堆石坝 90/230 0.23* Abdel-ghaffar and scott
[32]

15 Surgu 心墙堆石坝 57/736 0.34
强迫振

动
Ozkan

[15]

16 Tarumizu 堆石坝 39/137 0.26 Abdel-ghaffar and scott
[32]

17 Yanase 心墙堆石坝 115/202 0.23～0.42 地震 Okamoto
[36]

18 Yugo 堆石坝 100/191 0.39 Makdisi
[6]

19 Shimokotori 心墙堆石坝 119/289 0.45 地震 Nose
[30]

658658



20 Makio 心墙堆石坝 85/170 0.38
强迫振

动
Okamoto

[36]

21 关门山 面板堆石坝 58.5/183.6 0.33
爆破震

动
韩国城

[39]

22 紫坪铺 面板堆石坝 156/650 0.72 地震 陈生水
[23]

表2为收集到的部分土石坝经历地震或采用爆破试验获得的实测基本自振周期资料。根据筑坝材料特

性的不同，对于均质土坝：取m=0；分区土坝：取m=1；堆石坝：取m=2。对表2的实测资料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自振周期关于m的表达式：

2( )f m a b m c m    
（5）

其中：a=0.0394，b=-0.0267，c=0.0066。

大坝一阶自振周期计算公式为：

 
0.520.83

1 ( ) 1 4 / /T f m H L H


      （6）

其中 )(mf 按公式5计算；为了检验计算自振周期的精度，绘出其与实测值的对比值（见图2），可见

拟合的公式(6)较为精确，采用该公式补充计算表1列出大坝所缺少的原型大坝基本自振周期。

均质土坝

分区土石坝

堆石坝

计
算

自
振

周
期

 
/
s

实测自振周期 /s
0 .0 0 .2 0 .4 0 .6 0 .8 1.0

0 .0

0 .2

0 .4

0 .6

0 .8

1.0

图 2 实测和计算自振周期的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observed and calculated values

根据表1的大坝地震震害资料，得到自振周期Td与卓越周期Tp的比值和永久变形D的关系见图3。可见随

着Td/Tp的增大，实测永久变形减小。但是，部分大坝的自振周期Td小于地震卓越周期Tp时，实测永久变形

量值仍然较大，与一般土石坝的振动特性不符。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表2所列实测的大坝基本自振周期，

是在土石坝经历微震或采用爆破试验获得的，对应大坝动力反应较小，基本接近弹性状态；而实际土石坝

只有在地震反应较为剧烈时，才会产生明显的永久变形，此时筑坝材料已经出现软化现象，大坝的自振周

期将进一步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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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Td/Tp 对永久变形 D 的影响

Fig 3 The effect of Td/Tp to permanent deformatio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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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过程中，坝体自振周期随着时间变化，且其自振周期与刚开始静态自振周期相差较大，并随着

输入地震波的峰值增加而相差更大。通过对鲁布革、瀑布沟、双江口、黄金坪、天生桥和卡基娃等算例，

输入不同峰值的地震波，得到坝顶加速度放大倍数与基本自振周期放大倍数关系的平均值见图4。

坝顶加速度放大倍数

自
振
周
期

放
大

倍
数

0.0

1.0

2.0

3.0

0.0 1.0 2.0 3.0 4.0 5.0

图 4 自振周期放大系数坝顶加速度放大倍数与关系

Fig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gnification of acceleration and magnification natural period

由图 4 可见：考虑地震中材料的软化特性，大坝的基本自振周期放大倍数 Tn与坝顶加速度反应放大

倍数 An的关系可以用直线拟合： 2.32 0.285n nT A   ，利用 Tn对公式（6）的大坝基本自振周期进行修正

后，得出 Td/Tp与永久变形的关系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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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修正 Td/Tp对永久变形 D的影响

Fig 5 The modification of effect of Td/Tp to permanent deformation D

由图可得出永久变形随着 Td/Tp的增大而减小，当 Td/Tp接近 1.0 时，大坝因共振效应而使得其地震反

应较为剧烈，实测的永久变形最大。

2.3 滑块屈服加速度 ay 与最大加速度 a max

地震作用下土石坝的水平向加速度反应最大，且位置一般在坝顶，可由由坝址基岩地震的最大加速度，

参考《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40]
的相关统计资料，查图 6 求得。

采用值

原型实测值

放
大
倍
数

基岩加速度峰值  /m/s2

0.0

2.0

4.0

6.0

8.0

0.01 0.1 1 10

图 6 大坝最大加速度反应 amax的确定

Fig 6 Confirmation of maximum acceleration a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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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大坝最大加速度 maxa 与竖向变形 V以及水平变形 U 的关系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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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514+1.328x         

y=-0.216+0.538x      

图 7 大坝最大加速度 amax 与永久变形的关系

Fig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ximum acceleration amax and permanent deformation

可以看出，永久变形随着坝顶最大水平加速度的增大而增大。

大坝的水平向屈服加速度用下式估算
[5]

 tan)1( gFSy  ( 7 )

式中：FS为初始边坡安全系数，  为最危险滑动体滑坡坡角。

在计算屈服加速度时，表 1 部分大坝的屈服加速度直接引用文献
[41]

的结果，表 3 列出了几座典型土石坝的

材料参数。

表3 典型土石坝材料参数

Table 3 Soil properties of typical dams

坝 名 湿容重(kN/m
3
) 摩擦角 凝聚力(kPa)

紫坪铺 22 40
0

100

碧口 21 38
0

30

El infiernillo 21.4 39
0

65

Oroville 20 39
0

60

Ling等人
[8]

研究认为输入竖向加速度对坝坡滑移计算结果的影响较小，计算时不考虑竖向加速度的

影响。永久变形和屈服加速度与滑块最大加速度比值的关系见图8，可看出永久变形随着ay/amax的增大

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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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ay/amax 与永久变形 D 的关系

Fig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y/amax and permanent deformation D

3 永久变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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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对永久变形影响因素的分析，可建立永久变形的公式。

3.1 竖直向 V

基于以上分析，自变量选取 ay/amax。确定因变量：①对比图 5 所示大坝的竖向变形 V 与 Td/Tp的关系

曲线，采用幂函数形式对其进行拟合；②对大坝的竖向变形 V 与 amax的关系（见图 7），采用线性函数形式

对其进行拟合。

根据 V和 Td/Tp以及 amax的关系，可以确定大坝竖向变形计算的拟合公式：

2.0 2 3
10 maxlog ( / ) /( / )d pV T T a g a b x c x d x          (8)

式中 x=ay/amax，a、b、c、d为拟合参数，根据大坝实际测量值回归确定，其上限、下限和平均曲线的各系

数值见表 4，拟合曲线如图 9所示。

表4 拟合曲线系数表

Table 4 coefficients of fitting curve

参数

类型
a b c d

上限曲线 0.59 0.51 -2.54 0.55

下限曲线 0.44 -6.53 5.62 -1.83

平均曲线 0.58 -1.23 -1.79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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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V*(Td/ Tp)
2.0
/（amax/g）与 ay/amax关系图

Fig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Td/ Tp)
2.0
/（amax/g）and ay/amax

3.2 水平向 U

与竖向变形类似，大坝的水平位移 U 和 Td/Tp以及 amax的关系，亦可采用下式拟合：

2.0 2 3
10 maxlog ( / ) /( / )d pU T T a g a b x c x d x          (9)

式中 x=ay/amax，a、b、c、d 为拟合参数，根据大坝实际测量值回归分析确定，其上限、下限和平均曲线

的各系数值见表 5，拟合曲线如图 10 所示。

表5 拟合曲线系数表

Table 5coefficients of fitting curve

参数

类型
a b c d

上限曲线 1.05 -1.16 1.78 -1.73

下限曲线 0.38 -7.51 7.06 -2.27

平均曲线 0.70 -0.66 -2.96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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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U*(Td/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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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x/g）与 ay/amax关系图

Fig 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Td/ Tp)
2.0
/（amax/g）and ay/amax

由拟合出来的公式计算表 1 所列的土石坝并于实测值进行比较，见图 11。为便于比较，图中同时作

出了 Makdisi、Seed、Sarma 等人建议方法的预测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永久变形计算公式更接近

实测值。

实测值  /m

计
算

值
 
 
/
m

Makidisi and Seed(1978)
Sarma (1975)
Yejian (1991)
Singh (2007)
本文建议方法  

0.0 2.0 4.0 6.0
0.0

2.0

4.0

6.0

图 11 土石坝地震永久变形的计算预测精度

Fig 11 The prediction precision of seismic perman//ent deformation for earth dams

4 算例分析

双江口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 312m，坝轴线长 648m，根据式（6）计算大坝基本自振周期 1.0s 考虑三维河

谷影响修正为 1.4s；依据坝址地震危险性分析报告，场地特征周期为 0.41s，加速度峰值为 0.205g，查

图 6 得到滑块最大加速度反应放大倍数为 4.2，即 maxa 为 0.85g；根据筑坝材料的强度，由式（7）计算

屈服加速度 ay为 0.28g；利用公式（8）求得坝顶竖直方向永久位移为： V 平均＝0.12m； V 上限＝0.46m；

V 下限＝0.01m。采用公式（9）求得坝顶水平方向永久位移为：U 平均＝0.08m；U 上限＝0.24m；U 下限＝0.01m。

5 结论

大坝自振周期、场地地震卓越周期、潜在滑块屈服加速度与坝址基岩加速度峰值等对地震区土石坝的

永久变形有明显影响，本文基于实际震害提出的土石坝永久变形计算公式，具有较好的精度。土石坝永久

变形的计算结果表明，强震区采用现代重型振动碾压方法建造的密实堆石坝，震后永久变形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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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大型企业绩效管理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孙晓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规划部，北京 100041）

摘 要：国有大型企业员工队伍庞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如何通过实施绩效管理，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工

作潜能，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员工团队，为企业完成经营发展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国有企业管理者高度关注的

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针对国有大型企业在绩效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全面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开展工作分

析，夯实基础工作；加强专业人员培训，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制订科学的绩效标准，灵活运用考核方法；建立

360 度考评体系，合理确定参与考评人员权重；建立有效的绩效管理沟通和反馈机制等具体解决办法。

关键词：国有企业；绩效管理；问题分析；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1 国有企业实施绩效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

1.1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科学

1.1.1 忽略指标的分解与转化

上级领导为减轻自己的压力，把本岗位的关键业绩指标用来直接考核自己的下级员工。

1.1.2 追求指标多而全

关键指标不突出，使考核没有重点之分，员工也失去了主攻的奋斗目标。

1.1.3 认为目标定的越高越好

员工发现无论付出多少辛苦都完不成指标，久而久之，员工的士气会变的低落，精神疲惫，业绩下滑。

1.1.4 以上几种情况造成绩效考核标准可操作性差，很难让被考核者感到信服，管理者也会因无从下

手而采取消极态度，最终使绩效考核流于形式。

1.2 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缺失，导致岗位目标模糊，绩效考评体系缺乏数据支撑，奖惩随意性强。另外大型国有企业

存在着同一岗位工作量不同，不同岗位之间工作难易程度不同等实际问题，由于考评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

经常会出现工作量大、工作难度高的岗位员工付出多，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甚至有的领导以听话为判定

标准，忽视个人能力和业绩，对于经验丰富，有个人主见的人员反而缺乏关爱，长期下来会导致他们失去

工作的积极性，造成工作效率低下。
[1]

1.3 绩效考核角度单一

在绩效考核中，大多数都是上级领导对下属直接评价，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会掺杂上级领导对员工的

偏见或性趣相投等主观因素，最终影响绩效考评的结果客观公正。上级领导往往根据印象来判断职工的工

作表现，容易受领导“首因效应”和“晕轮效应”的影响，造成考核结果打上领导主观意志的烙印，考核

结果令人难以信服。

1.4 绩效考评结果简单的用于奖励分配

很多企业片面的认为，绩效考评的目的就是为考核分配提供依据，认为考核就是管理，导致员工只关

注眼前，急功近利，缺乏长远考虑。绩效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帮助员工提升工作绩效，最终提升企业的

绩效，确保企业的战略规划得以实现。
[2]

1.5 缺乏有效的沟通反馈

一般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上级领导处事缺乏公平、公正，绩效考评结果难以服众，担心如实与下属

沟通引发不满情绪，在今后的工作中不配合；第二种是上级领导缺乏领导艺术，沟通能力不足，不知道如

何针对下属的优缺点进行正面沟通，担心让下属产生误解，没有能力和勇气面对下属的质疑，也无法用换

位思考的方式为员工提出绩效改进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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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因分析

2.1 实施绩效管理人员观念落伍

目前，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普遍存在管理理念落后，思想僵化问题，满足于现状，缺乏创新意

识。这种情况在各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绝大部分管理人员都是半路出家，边干边学，对绩效管理理论缺

乏系统的学习和认识，工作的科学性和开创性不足，使得企业难以形成科学高效的绩效管理体系。

2.2 对绩效管理基础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

很多企业的管理者不重视工作分析，急功近利，忽视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在制定指标和目标值的过程

中，由于没有数据积累。他们往往凭主观认识确定某项指标和目标值，这样出台的指标体系难免会出现偏

差。
[3]

2.3 在绩效考评中存在长官意识

企业管理者习惯搞“一言堂”，工作中缺乏民主意识，绩效考评过程随意性强，注重个人树威，没有把

个人绩效与组织绩效紧密结合起来，不关心考核后绩效的改进效果，将绩效考评结果简单的做为奖励分配

的依据，虽然对于约束员工行为，奖勤罚懒具有一定作用，但是没有系统、科学的管理体系，仅凭领导个

人的喜好确定考评标准，在企业内控方面存在员工队伍不稳定、缺乏凝聚力等风险。

3 绩效管理体系构建的对策

3.1 科学地进行工作分析，为绩效体系的构建夯实基础

工作分析是实施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绩效管理不可或缺的前提，它可以为制订关键绩效指标提

供依据。工作中可灵活选用问卷调查法、面谈法、工作日志法、实地观察法等方法取得具体的资料。对于

涉及岗位多、人员多的大型企业，应在工作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制订岗位说明书的做法，将岗位的关键绩

效指标、主要职责、任职资格等内容加以固化，以便今后不断修订完善。

3.2 加强专业人员培训，借鉴先进的管理理念

高层管理人员应该对绩效管理高度重视，从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绩效管理的重要性。要采取举

办专业培训班、经验交流、外出考察等形式，加强绩效管理人员的培训，逐步提高理论水平，引入国内外

的先进管理理念，探索新机制、新方法，构建企业完整的绩效考核体系，使部门发展和员工个人发展前途

及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员工的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3.3 制订科学合理的绩效标准，灵活运用考核方法

绩效标准的确定是整个考核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指标要尽可能的量化，用数据说话，要具有客观性和

可比性，不仅要包括数量上的标准，也包括质量上的标准。要突出关键绩效指标，把公司的 KPI 指标逐级

细化分解到各级部门，最终分解到各个岗位，体现员工与单位的利益一致性。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涉及岗

位众多，有的岗位没有可量化的指标，因此不能搞一刀切，要采取关键事件法、日常表现考评法等多种方

法实现对员工绩效的考评。绩效考核结果要按照日常考评与年度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多种角度对员

工绩效进行评价。
[4]

3.4 实施 360 度考评，合理确定参与考评人员权重

在选定考核人员时，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考核者要有代表性。根据 360 度考核法，对员工考评需要

有各方面的代表参加，如应有上级、同级、下级代表。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对其绩效进行全方位、立体化

的评价。二是合理设定各级考核人员所占权重。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各级所占权重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应

为上级、同级、下级。原因是上级领导直接布置工作，清楚下属的工作完成效果及日常表现，因此上级领

导所占权重应该是最大的。同事与被考评者朝夕相处，可以观察到上级领导无法观察到的某些方面，但是

对被考评者工作效果并不完全清楚，因此所占权重应大于下级小于上级。员工的下级对被考评者的业务能

力、组织协调能力、工作方法、民主作风有直观的感受，但由于下级的自身素质和所处层次原因，考虑问

题常有失偏颇，因此所占权重应是最小的。

3.5 系统性的建立绩效管理沟通机制，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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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沟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做为一名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在每个环节

都要注重与员工沟通，而不是简单的在年终一次性用于考核分配。企业管理者在开始制定绩效计划时，就

应该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员工的建议，或者选择一部分员工代表直接参与绩效计划的制订。

在日常工作中，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业绩成果要实时关注，采取“一对一”或会议等方式了解

员工思想动态，帮助员工排忧解难，确保个人绩效与组织始终目标一致。当绩效考评结果产生后，各级企

业管理人员要及时与员工绩效面谈，对优秀者要给予充分肯定，在职务晋升、评先等方面优先考虑，保护

其积极性；对于结果不佳者，要实事求是的指出不足，并帮助制定改进的措施，同时挖掘员工的闪光点，

鼓励员工树立目标，积极进取。随着民主进程的加快，企业可以逐步建立沟通、申诉的平台，使企业管理

者和员工就考评结论达成共识，使绩效管理工作形成良性循环。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绩效管理在国有大型企业发挥的作用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只有采取开展工作分析、制订科

学的绩效标准，加强专业人员培训、建立 360 度考评体系，合理确定参与考评人员权重、建立有效的沟通

和反馈机制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才能逐步建立起职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绩效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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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雨型下排土场降雨入渗及其对边坡稳定性影响研究

关晓锋 徐云富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水厂铁矿）

摘要：降雨入渗是影响边坡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以某矿山排土场高陡边坡为研究对象，基于饱和-非饱

和渗流理论研究了不同雨型降雨条件下边坡渗流场的变化特点，采用非饱和土强度准则与极限

平衡法对边坡的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雨型降雨入渗时，边坡暂态饱和区的范围不

同，后峰型最大，等强型最小；不同雨型降雨条件下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程度亦不同，后峰型

降雨对边坡稳定性影响较大，等强型降雨对边坡安全系数的影响相对较小。

关键字:排土场；降雨；渗流场；稳定性

1 前言

边坡发生滑坡失稳破坏是一种复杂的过程，由于滑坡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和组成滑坡岩土体

物质的不同，其滑坡破坏模式亦有不同。滑波是坡体因多种因素藕合变形，最终被某些诱发因

素激发失稳，产生滑动的一种灾害地质现象。降雨与地下水是诱发滑坡发生的最常见、最主要

的因素。随着降雨入渗使得边坡体沿坡面线附近土体不断趋于饱和，非饱和区基质吸力降低，

土体抗剪强度降低，指向坡外的渗流力加剧了边坡的下滑趋势，导致边坡失稳破坏。降雨条件

下影响边坡稳定性的因素有雨强、降雨雨型、降雨历时、降雨量等等。因此定量分析降雨情况

下排土场边坡稳定性，对客观评价各类工程边坡具有重要意义。

有别于岩质边坡的排土场边坡，是露天矿山开采中必不可少的人造散粒体边坡，降雨入渗

对其进行稳定性的影响较大。文章以某大型矿山排土场边坡为研究对象，采用 geo-studio 岩

土工程软件建立降雨入渗引发边坡失稳的数值模拟模型，对其进行不同雨型降雨条件下的渗流

场以及稳定性分析。

2 建立降雨渗流计算模型

2.1 饱和-非饱和土体渗流基本方程

饱和-非饱和土渗流理论的基本方程为

�
���

��t
� �� ��

���
��t

� ��t�� �� �t h � ��
�
�
��

���
��
（1）

式中，��t
�为饱和渗透张量；��为相对透水率；t为源汇项；�为孔隙率；��为压力水头；

�在非饱和区等于 0，在饱和区等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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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饱和土体稳定性理论

非饱和土抗剪强度计算公式采用 Fredlund 提出的改进的强度公式

�� h �� � � � �� ����� � �� � �� �����（2）

式中，��为有效粘聚力，��为与净法向应力有关的内摩擦角，��为抗剪强度随基质吸力变

化的内摩擦角，��为孔隙空气压力，��为孔隙水压力。

3 计算模型及参数

3.1 计算模型与边界条件

选取某矿山大型排土场典型剖面，对其进行降雨瞬态渗流场与稳定性分析。由工程勘察报

告、现状地形图与原始地形图选取并建立计算模型如图 1 所示，总共有单元 3402 个，节点 3318

个，排土场自下而上共分为三层，分别为基岩层、第四系残坡积土层和排土料层。

图 1计算模型网格划分及监测节点

根据该大型排土场现场实际情况，对降雨入渗模型的边界条件设定如下：模型上部表面为

流量边界或给定水头边界，具体为降雨强度小于顶层排土料饱和渗流系数时为降雨流量边界，

反之，则为给定压力水头边界；模型两侧边界在地下水位以上为零流量边界，地下水位以下为

给定水头边界，水头大小值为初始地下水位，下游为 114m，上游为 138m；模型底部为不透水

边界。

边坡稳定计算边界条件根据排土场实际情况作如下设定：模型左右两侧与底部均为固定边

界，上部为自由边界。滑移面选择定义滑入/滑出点。

3.2 降雨工况设计

文献提出在降雨总量相等的情况下，边坡受到后峰雨型影响时比其他雨型影响更为明显。

因此降雨采用等强型、中锋型、后锋型三种不同降雨形式进行模拟，如图 2 所示。结合现场

勘察与参考当地水文资料:降雨时长均设置为 10d，其中峰值降雨强度为 8.46e-6m/s，总降雨

量设定为 3600mm，将以这三种雨型来探讨其对边坡稳定的影响，雨型通过软件设置函数来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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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等强型（b）中峰型（c）后峰型

图 2 设计降雨雨强

3.3 材料参数

排土场各层物料物理力学性能参

数由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等相关资料确定，具体见表 1。

表 1 排土物料物理力学性能参数

岩土层
名称

天然重度
� ����t

内摩擦
角��°

粘聚力
�����

饱和渗系
数 ���� 体积含水率

排土物料 20.3 33.4 78 2.34×10
-2

0.38
残坡积土 16.2 30.3 19.8 6.41×10

-5
0.25

基岩 27.6 42.3 560 1.34×10
-5

0.24

4 成果分析

4.1 渗流结果分析

降雨入渗会改变边坡体内的含水率，引起孔隙水压力的变化。图 3~图 6 是初始条件和不

同雨型降雨情况下降雨各时段的孔隙水压力云图。为考虑基质吸力影响范围，正常运行情况下

在排土场边坡上表面设置小降雨流量，使得饱和区基质吸力符合一般工程实际规律，即：在一

定范围内，基质吸力随高程增加基本呈线性变化，超过一定的范围，基质吸力保持不变。具体

为在潜水面以上约 30m 范围内增幅较大，随着高程增加趋于稳定。由图 3 可以得出，初始条

件下，排土场内部存在明显的饱和区与非饱和区，孔隙水压力自上而下逐渐增大。地下水位以

下，排土料处于饱和状态，土体孔隙水压力为正，地下水位以下，排土料处于非饱和状态，土

体孔隙水压力为负，即存在基质吸力。

图 3 初始条件下孔隙水压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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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等强型降雨末期孔隙水压力云图

图 5 中锋型降雨末期孔隙水压力云图

图 6 后峰型降雨末期孔隙水压力云图

由图 4～图 6 可以得出三种雨型降雨条件下具有相似的渗流规律，随着降雨入渗，越靠

近坡脚处孔隙水压力变化越明显。持续降雨后，排土场边坡非饱和区出现逸出点，附近孔隙水

压力升高至正值，达到饱和，出现暂态饱和区。暂态饱和区随降雨时间持续增大，至降雨停止，

等强型、中锋型、后峰型降雨暂态饱和区范围分别在坡面以下 18m、20m、22m 左右。

4.2 稳定性变化规律分析

考虑排土场边坡自身的特点以及滑坡的主要形式，采用极限平衡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计算，

图 7是多雨型降雨条件下不同降雨时长是稳定性安全系数变化曲线。

图 7安全系数随降雨时间变化曲线

由图 7可以得出，对于等强型降雨，当降雨持时 7d 时安全系数呈现出显著降低的趋势，

到降雨模拟结束，安全系数降低了 9.6%。对于中峰型降雨，当降雨持时 8d 时安全系数呈现出

显著降低的趋势，到降雨模拟结束，安全系数降低了 9.8%。对于后峰型降雨，当降雨持时 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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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安全系数呈现出显著降低的趋势，到降雨模拟结束，安全系数降低了 10.0%。

由该边坡在多雨型对稳定性安全系数下降趋势的影响，可以得出：

（1）降雨工况下，边坡的稳定性随降雨时间逐渐降低，安全系数最先降低的事等强型降

雨，安全系数降低了 20%。主要原因是边坡的含水量飞快的上涨，从而后续的降雨难以渗入到

边坡内，最终以地表径流形式流走。

（2）中峰型与后峰型由于前期降雨量小，导致入渗的雨量较大，当降雨量达到峰值时还

可以入渗，造成由降雨影响的边坡区域较大，安全系数降低的程度也较大，分别为 25%和 30%。

5 结论

（1）降雨入渗导致边坡坡面与坡顶处孔隙水压力增大，土体非饱和区减小，形成暂态饱

和区逐渐增大，降低边坡土体强度。不同雨型暂态饱和区大小亦不相同，等强型最小，后峰型

最大。

（2）通过不同雨型对边坡稳定性的分析，结果表明：当降雨总量一定时等强型降雨安全

系数最先降低，之后是中峰型降雨，最后是后峰型降雨。雨强峰值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影响着

边坡稳定，降雨过程中越先出现雨强峰值的，安全系数越早降低，对于中峰型与后峰型，虽然

安全系数下降较晚，但降幅较大，即较晚出现雨强峰值的雨型对边坡更不利。

参考文献

[1]许建聪,尚岳全.降雨作用下碎石土滑坡解体变形破坏机制研究[J].岩土力学, 2008,29(1):106-112,118.

[2]罗文强,晏同珍.降雨及地下水对边坡稳定性动态影响的初步研究[J].地质科技情报,1995,14(4):77-81.

[3]娄一青.降雨条件下边坡渗流及稳定有限元分析[J].水力学报，2007（增刊） 346-351

[4]付宏渊，曾铃，蒋中明，等．降雨条件下公路边坡暂态饱和区发展规律[J]．中国公路学报，2012,25(3):59-64.

[5]王立.多雨型下不同边坡稳定性的数值分析[D].湘潭大学,2014.

[6]Fredlund D G, Xing A Q.Equations for the soil-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1994,31 (4): 521-532.

[7]Zhang L L,Zhang J, Zhang L M,etal.Stability Analysis of Rainfall-induced Slope Failure：a Review[J].

GeotechnicalEngineering,2011,164(164):299-316.

[8]CrostaG,Prisco CD.On Slope Instability Induced bySeepage Erosion[J].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1999,36（6）：1056-1073.

作者简介：

关晓锋：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水厂铁矿采矿技术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收稿日期：2020 年 6 月

673673



刚果（金）某铜钴矿选矿工艺设计及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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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刚果金某铜钴矿主要为深部原生矿，上部有少量氧化矿及部分地表堆存矿，铜的赋存状态主要以自由氧化铜和次生

硫化铜的形式存在，钴主要赋存于硫化钴中，全炭的含量较高，其中可浮性强的有机炭占有较大比例，需要预先脱除。通过

对原矿性质、小型实验室试验、扩大连选试验的分析,确定了先处理深部原生矿和部分混合矿石，后期再处理氧化矿石和地

表堆存矿的设计方案，并对选矿工艺流程、设备选型等进行了综合论述，该铜钴矿选矿厂运行两年多来，现场各项生产数据

均超过了设计指标。

关键词: 铜钴矿; 工艺设计；浮选；磁选；设备选型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7854（2020）00-0000-00

Process Design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of Certain Cu & Co

Mine in DRC

Liu Yue-bing
1, 2

Xu Xiu-sheng
1

(1.BGRIMM Technology Group, Beijing 100160, China；

2. Faculty of Land Resource Engineering，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China)
Abstract: Certain Cu & Co Mine in DRC are mainly deeper primary ores with few upper oxide

ores and some of surface stocks, occurrence status of Cu is mainly free copper oxide and

secondary copper sulfide, Co mainly occurs in cobalt sulfide; full-carbon content is

comparatively high, among which organic carbon with strong floatability takes higher

percentage and should be removed beforehand. Through analysis on ore properties and testing

results of laboratory test and pilot test, the process to treat deeper primary ores and part

of mixed ores at first, then to treat oxide ores and surface stocks are designed, the thesis

also provides a general review on dressing process and equipment sizing. During two years of

operation, all production parameters of the Cu & Co Mine were exceeding design indices..

Key words: Cu & Co Mine；design of processing；flotation；magnetic separation；equipment

sizing

刚果金某铜钴矿矿体主要为深部原生矿，上部有少量氧化矿，另外还有部分地表堆存矿需要处理，本

设计的选矿工艺流程为：碎磨工艺采用一段粗碎+半自磨+球磨（SAB）流程；选别工艺流程考虑兼顾处理

上部氧化矿、深部原生矿和地表堆存矿的不同类型矿石，上部少量高氧化率矿石预先采出堆存，选厂先处

理深部原生矿和部分混合矿石，后期再处理氧化矿石和地表堆存矿；浮选采用脱炭后先硫后氧，炭质物和

浮选尾矿再磁选的原则工艺流程，处理深部原生矿和混合矿石时，浮选采用二粗三精二扫流程，氧化矿精

选作业停用，产出一种浮选铜钴精矿产品；处理氧化矿时，流程主体设备及结构基本不变，只需对局部管

道进行调整，将选别流程调整为一粗三精一扫先硫后氧的浮选流程结构，浮选尾矿强磁选采用一次粗选，

分别选出硫化铜钴精矿、氧化铜钴精矿和磁选铜钴精矿三种产品[1-2]。

本次设计规模为 100 万吨/年，选厂设计服务年限为 10 年。

1 矿石性质

上部氧化矿矿石由铜钴氧化矿石和硫化矿石组成，矿石的矿物种类较复杂，金属矿物主要是孔雀石、

硅孔雀石、硫铜钴矿及褐铁矿，次为辉铜矿、铜蓝、黄铜矿、水钴矿及黄铁矿、金红石，少量蓝辉铜矿、

斑铜矿、自然铜、赤铁矿、磁铁矿、硅钴氧化结合物、闪锌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绿泥石、白

（绢）云母、白云石，次为铁尖晶石、粘土矿物、炭质、镁铝榴石，尚见磷灰石、长石、石墨等零散分

布，上部氧化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674674



深部硫化矿矿石中金属矿物中铜矿物主要为黄铜矿，其次为辉铜矿、斑铜矿、蓝辉铜矿、孔雀石，另

有微量的铜蓝、黑铜矿、赤铜矿及自然铜等；钴矿物主要为硫铜钴矿，另有微量的水钴矿；其它少量的金

属矿物有黄铁矿、褐铁矿、金红石及钛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其次为绿泥石、白云石、菱镁矿及

白云母，少量的炭质物及滑石，其他有微量的磷灰石、榍石等矿物。深部硫化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1 上部氧化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

Table1 The results of multi-element analysis of upper oxide ores /%
化学成分 Cu Co TFe SiO2 Al2O3 CaO MgO Na2O K2O TC S Au

1）
Ag

1）

含量，% 1.92 0.597 2.34 52.83 10.4 1.47 5.62 0.03 1.49 3.05 1.13 0.16 2.25

表 2 深部硫化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

Table2 The results of multi-element analysis of deeper sulfide ores /%
化学

成分
Cu Co S CaO MgO SiO2 K2O C Na2O Al2O3 Fe Mn Ti Au

1）
Ag

1）

含

量，%
2.41 0.60 1.99 4.02 15.01 48.66 1.12 4.23 0.046 8.11 2.26 0.065 0.31 0.05 3.19

注“1)”单位为 g/t

矿石化学多元素分析表明：矿石中可供选矿回收的元素主要是铜和钴，其它元素如 Pb、Zn、Ni 等含

量太低，没有回收价值；为达到富集铜矿物和钴矿物的目的，选矿需要排除或降低的脉石组分主要是 SiO2

等，全炭的含量较高，其中可浮性强的有机炭占有较大比例，需要预先脱除；矿石中铜的赋存状态复杂，

主要以自由氧化铜和次生硫化铜的形式存在，还有部分硅孔雀石和结合氧化铜；矿石中的钴主要赋存于硫

化钴中，其次以水钴矿、硅钴氧化结合物等氧化钴的形式存在。

2 选矿工艺设计

选矿厂的原则工艺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2.1 碎磨系统
2.1.1 工艺流程

碎磨流程是选矿工艺设计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它不仅影响基建投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

的稳定性和生产成本。由于该铜钴矿为露天开采，矿石性质波动较大，上部为氧化矿，氧化率较高，深部

为硫化矿，含一定量的炭质矿物和泥质矿物，采用常规三段闭路破碎工艺容易造成中细碎及筛分设备堵

塞，效率偏低；半自磨+球磨（SAB）流程与常规碎磨流程相比，主要优势在于：1）只需一段粗碎，粉碎

段数少，流程简单，设备数量少，可节省投资；2）该流程易于实现自动化操作，能适用不同矿石硬度、

粒度的变化；3）半自磨主要用矿石作介质，衬板和钢球消耗少；4）土石方工程量少，对植被的破坏和对

环境的影响较小。故本次设计采用一段粗碎、半自磨+球磨（SAB）的碎磨流程[3-4]。

原矿仓下设有 1 台重型板式给矿机向颚式破碎机给矿，颚式破碎机的排矿给入磨矿车间半自磨机，半

自磨机排料经圆筒筛筛分后，筛上顽石经皮带机转运返回至半自磨机，筛下料进入泵池，由渣浆泵送至和

球磨机构成闭路的水力旋流器组分级，旋流器沉砂返回球磨机，球磨机与半自磨机排料进入同一泵池，形

成闭路循环；旋流器溢流为最终的磨矿产品。

2.1.2 主要设备选择

按照满足先进、可靠、大型、高效、节能的条件下优先选用国产设备，以减少投资，降低成本，粗碎

设备选择 1 台 PE1200x1500 颚式破碎机。

磨矿设备为选矿厂的核心设备，同时也是选矿厂的主要能耗来源，直接影响到选厂的运行和生产成

本。经测定，上部氧化矿球磨功指数 BWi 为 8.06kWh/t，下部硫化矿球磨功指数 BWi 为 12.07kWh/t，同时

结合相似矿山的实践经验，本次设计选择Φ5.5x3.5m 半自磨机 1 台，Φ4.0x6.0m 溢流型球磨机 1 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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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矿

氧化矿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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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铜钴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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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三

浓 缩
压 滤

扫选一

硫化矿粗选

精选一

精选二

精选三

压 滤

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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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 缩

浓 缩

图 1 选矿原则工艺流程
Fig.1 The principle flowsheet of beneficiation

2.2 选别系统
2.2.1 工艺流程

经过调浆搅拌的矿浆先进入脱炭浮选，处理硫化矿期间，脱炭浮选精矿作为最终尾矿；脱炭作业尾矿

进入硫化铜钴选别，经 2 粗 2 扫 3 精得到硫化铜钴浮选精矿，炭质物和浮选尾矿一起经尾砂泵站输送至尾

矿库；后期处理氧化矿时，矿浆经预先脱炭浮选，脱炭作业尾矿进入硫化铜钴选别作业，经 1 粗 1 扫 3 精

得到硫化铜钴浮选精矿，硫化铜钴浮选尾矿进入氧化铜钴选别作业，经 1 粗 1 扫 3 精得到氧化铜钴浮选精

矿，氧化铜钴浮选尾矿和脱炭作业的炭质物一起进入强磁选车间泵池。后期处理氧化矿时，脱炭浮选精矿

和最终浮选尾矿合并由泵输送至强磁选车间，矿浆先经直线筛除杂和中磁机除去强磁性矿物后进入立环脉

动强磁选机，经一次粗选得到磁选铜钴精矿并由泵输送至脱水作业，磁选尾矿为最终尾矿由泵输送至尾矿

库堆存[6-7]。

2.2.2 主要设备选择

经过计算，脱炭作业和粗扫选均采用外充气式 40m
3
浮选机，共 16 槽；精选作业采用外充气式 8m

3
浮

选机，共 15 槽。

磁选作业选用 3 台 Slon-2500 立环脉动强磁选机，场强为 1.3T。

2.3 脱水系统
2.3.1 工艺流程

精矿脱水采用浓缩-压滤两段脱水流程，考虑浓密机溢流水回用对浮选作业的影响，浮选精矿浓密机

选用国产普通浓密机，磁选铜钴精矿选用国产高效浓密机，浓密机作业时添加絮凝剂来加快物料沉降速

度，尽量减小设备直径，降低投资与占地。考虑到钢结构施工周期短、项目所在地混凝土价格高等因素，

浓密机采用高架式全钢结构形式。

浮选硫化铜钴精矿由泵输送至精矿脱水车间浓密机，浓密机溢流水作为回水返回硫化铜钴浮选流程，

氧化铜钴精矿 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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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流自流至加压过滤机前矿浆搅拌槽，然后由压滤机给料泵送至加压过滤机。压榨水返回浓密机，滤饼由

胶带输送机送至小型钢料仓，然后自动包装机装袋后堆存于精矿储存区域。

氧化铜钴精矿由泵送至精矿脱水车间浓密机，浓密机溢流水作为回水返回氧化铜钴浮选作业，底流自

流至压滤机前矿浆搅拌槽，然后由压滤机给料泵送至卧式压滤机。压榨水返回浓密机，滤饼直接卸至精矿

仓堆存，然后装车外运。

磁选铜钴精矿由泵送至精矿脱水车间高效浓密机，浓密机溢流水作为回水返回磁选作业，底流自流至

压滤机前矿浆搅拌槽，然后由压滤机给料泵送至卧式压滤机。压榨水返回浓密机，滤饼直接卸至精矿仓堆

存，然后装车外运。

2.3.2 主要设备选择

硫化铜钴精矿产品需装包后运回国内，因此精矿水分含量越低越好，这样才能有效的降低运输成本。

设计选用加压过滤机作为硫化铜钴精矿过滤设备，氧化铜钴精矿和磁选精矿在当地售卖，采用卧式压滤机

作为过滤设备。

根据计算，硫化铜钴精矿选择一台Φ24m 中心传动浓密机，过滤设备选用 30m2加压过滤机 1 台，氧化

铜钴精矿选用一台Φ15m 中心传动浓密机，压滤设备选用 250m
2
卧式压滤机 1 台，磁选精矿选用一台Φ15m

中心传动高效浓密机，压滤设备选用 250m
2
卧式压滤机 2 台。

3 生产实践

该铜钴矿于 2017 年 11 月正式投产，并于当月达到了设计指标，选厂运行两年多以来，现场的各项生

产指标均已经超过了设计指标，选厂的主要设计指标对比见表 3 所示。

表 3 主要设计指标与生产指标对比

Table 3 The comparison for main design specifications and production indicators

4 结论

1）刚果金某铜钴矿矿石自然类型为氧化矿石、混合矿石和原生矿石，地表堆存矿及矿坑上部氧化率

较高，深部基本为原生硫化矿。

2）矿石中可供选矿回收的元素主要是铜和钴，其它元素如 Pb、Zn、Ni 等含量太低，没有回收价值；

为达到富集铜矿物和钴矿物的目的，选矿需要排除或降低的脉石组分主要是 SiO2等，全炭的含量较高，其

中可浮性强的有机炭占有较大比例，需要预先脱除。

3）根据小型选矿试验研究成果及多种浮磁联合工艺流程连选试验，最终推荐采用预脱炭-先硫后氧-

浮磁联合工艺流程，该流程可以适应矿石性质的多样性，在保证整体回收率不变的前提下，缩短浮选流

程，降低浮选成本。

4）在保证设计指标和工艺参数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安全环保、高效节能、操作维修简单的大型选矿

设备。

5）刚果金某铜钴矿于2017年12月试车运行，试车当月便成功达产达标，选矿厂运行两年多来，现场

各项生产数据都超过了设计指标，这可以证明该铜钴矿的工艺流程选择合理，设备选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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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某铜硫矿选矿工艺优化试验研究

万 丽 周少珍 孙志健 于 洋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选矿研究设计所，北京）

摘 要：安徽某铜硫矿现场选矿工艺为“铜硫等可浮出快铜-中矿再磨-铜硫分离”，得到的硫精矿产品品位不够理想，仅为

41.43%，离要求的 48%差距较大。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开展了选矿工艺试验研究，针对含 Cu 0.85%、S 15.23%的原矿，采用

“铜硫混浮粗精矿再磨脱脉石-铜硫分离”工艺流程，闭路试验最终获得铜精矿含 Cu 17.41%、S 32.44%，Cu回收率 86.46%；

硫精矿含 Cu 0.24%、S 48.95%、Fe 44.01%，S 回收率 60.78%。

关键词：黄铜矿；白铁矿；黄铁矿；浮选流程；工艺优化

中图分类号：TD952

文献标志码：A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beneficiation technology of a

copper-sulfur ore from Anhui

Wan Li, Zhou Shaozhen, Sun Zhijian, Yu Yang

(BGRIMM Technology Group, Beijing)

Abstract: A technology of "copper-sulfur iso-flotation—middling regrinding—copper-sulphur separation" was used

in a copper-sulfur ore plant in Anhui province. The S grade of sulphur concentrate is not ideal, only 41.43%,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requirement of 48%.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e optimization experiments of ore dressing

process were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For run-of-mine containing Cu0.85%, S 15.23%，a copper concentrate contains

Cu17.41%, S 32.44%, Cu recovery of 86.46% and a sulfur concentrate contains Cu 0.24%, S 48.95%, Fe 44.01%, S recovery

of 60.78% were achieved in closed-circuit test by using the technology of "copper-sulphur bulk flotation— rough

concentrate regrinding—gangue removal—copper-sulphur separation". In the case of the copper index, the quality

of sulfur concentrate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technology support is provided for tapping the

potentials of the plant.

Keyword: chalcopyrite; marcasite; pyrite; flotation flowsheet;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1 前言

铜硫铁矿石选矿一般采用“先浮后磁”原则流程
[1]
。对于铜硫浮选，目前常用的工艺流程有：优先浮选、

混合浮选、等可浮、部分优先、部分混合浮选等
[2-4]

。

王慧
[5]
等针对硫精矿中含铜高，对硫精矿中铜的回收开展分离浮选试验研究，试验选用硫化钠脱药，石

灰抑制黄铁矿、磁黄铁矿，捕收剂为黄药与丁铵黑药组合，最终基本实现了铜硫分离。

胡海祥等
[6]
通过对某铜硫铁复杂多金属矿分选新工艺试验研究，获得铜精矿品位 19.53 %，回收率

38.58 %；硫精矿品位 43.27 %，回收率 91.90 %；铁精矿品位 64.72 %，回收率 56.60 % 的选矿指标。

叶雪均
[7]
针对安徽某铁矿磁选尾矿中铜矿物粗细不均，次生硫化铜含量较高，且部分黄铜矿被黄铁矿包

裹等特点，在原铜硫混浮-铜硫分离工艺前增设快速浮铜工艺环节，并对混精再磨、分离工艺进行了优化研

究。采用试验确定的半优先浮铜闭路试验流程，可获得铜品位 21. 48 %、铜回收率 82. 85 %的铜精矿，以

及硫品位 48. 34 %、硫回收率 84. 43 %的硫精矿。

解志锋
[8]
采用“铜硫混浮-粗精矿再磨-铜硫分离-浮选尾矿磁选”的工艺流程，在磨矿细度为-0.074mm

占 70 %条件下，以碳酸钠为 pH 调整剂，丁基黄药+丁铵黑药为组合捕收剂，进行铜硫混合浮选，铜硫粗精

矿再磨至细度为-0.045mm 占 85 %，以新型高效无机抑制剂 DT-2
#
（次氯酸钙为有效成分）为黄铁矿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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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铜硫分离，浮选尾矿采用一粗一扫流程磁选回收磁铁矿。在原矿含铜 0.52 %、硫 2.31 %、铁 49.26 %

的情况下，可获得含铜 22.36 %、回收率为 87.29 %的铜精矿，含硫 38.43 %、回收率为 62.88 %的硫精

矿，含铁 66.98 %，回收率为 91.34 %的铁精矿。

安徽某铜硫矿选厂原矿含 Cu 0.86%、S 15.53%，采用的选矿工艺为“铜硫等可浮出快铜-中矿再磨-铜

硫分离”，最终得到的硫精矿含 S 41.43%，与选厂设定的目标（硫精矿含 S 48%）差距较大。本研究针对

含 Cu 0.85%、S 15.23%的原矿，采用“铜硫混浮粗精矿再磨脱脉石-铜硫分离”工艺，最终获得了铜精矿含

Cu 17.41%、S 32.44%，Cu 回收率 86.46%；硫精矿含 Cu 0.24%、S 48.95%、Fe 44.01%，S 回收率 60.78%

的闭路试验指标。

2 矿石性质

矿石中主要可回收元素为铜、硫、铁，其中铜矿物主要以黄铜矿的形式存在，另有微量的斑铜矿、铜

蓝、黝铜矿及辉铜矿；硫矿物绝大部分为白铁矿、黄铁矿和磁黄铁矿；铁矿物主要为菱铁矿，其次为磁铁

矿和赤铁矿以及微量的褐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以石英，其次为绿泥石、斜长石和高龄石，另有少量的方解

石、正长石、白云石、白云母、黑云母、磷灰石以及微量的滑石。

矿石中的铜矿物和硫矿物均主要以中细粒嵌布，少量以粗粒嵌布；它们之间的嵌布关系十分密切，常

嵌布在一起或相互包裹形式复杂的嵌布关系，有时相互以细脉状沿对方裂隙充填交代。

原矿多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原矿多元素分析结果

Table 1 Multielement analysis of run-of-mine

组分 S Cu Fe Pb Zn Au*

含量，% 15.53 0.85 28.50 0.013 0.042 0.52

组分 CaO MgO Al2O3 SiO2 As Ag*

含量，% 5.53 3.15 7.67 25.35 0.035 2.97

注：*的单位为 g/t

3 选矿试验研究

3.1 磨矿细度试验

对原矿进行了磨矿细度试验，粗选药剂制度为：硫酸铜 100g/t；丁黄药 120g/t；2
#
油 24g/t，搅拌时

间分别为：3min；2min；2min，粗选时间为 4min，磨矿细度分别为-0.074mm 占：55%、66%、78%、81%、88%。

试验流程见图 1，试验结果见表 2。

混浮  粗选

粗选精矿

原  矿

球磨           磨矿细度% -0.074mm（变）

硫酸铜        100

丁黄药        120

2#油           24

粗选尾矿

4

2

3

图例：药剂用量，g/t（对原矿）
           浮选时间，min
           搅拌时间，min
（下同）

2

图 1 原矿磨矿细度试验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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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Flowsheet of grinding fineness test

表 2 原矿磨矿细度试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grinding fineness test

磨矿细度，

% -0.074mm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Cu S Cu S

55 粗选精矿 23.93 3.05 44.97 84.46 69.48

66 粗选精矿 25.62 3.01 43.61 87.93 72.23

78 粗选精矿 26.61 2.92 44.52 90.95 75.96

81 粗选精矿 28.36 2.86 43.80 92.82 79.24

88 粗选精矿 25.12 3.10 43.88 92.04 71.60

由表 2 可知，随着磨矿细度增加，粗选精矿 Cu 品位逐渐下降、S 品位变化不大，而 Cu、S 回收率均逐

渐上升，当磨矿细度为-0.074mm 占 81%时，Cu、S浮选回收率达到最佳；继续增加磨矿细度，Cu、S 回收率

则均呈下降趋势。

由于选厂目前的磨矿细度为-0.074mm 占 78%，与试验较佳磨矿细度接近，考虑到磨矿成本等因素，后

续试验中采用的磨矿细度均为-0.074mm 占 78%。

3.2 铜硫混浮捕收剂种类及组合试验

铜硫浮选常用捕收剂主要为黄药类、黑药类、硫氮类
[9]
。本试验考察捕收剂种类及组合对混浮粗选指标

的影响，由于丁铵黑药有较强的起泡性，因此在使用丁铵黑药时不添加 2
#
油，不使用丁铵黑药时 2

#
油用量

为 40g/t。试验磨矿细度为 78% -0.074mm，粗选药剂制度为：捕收剂 120g/t；2
#
油 40g/t，搅拌时间分别为：

2min；2min，粗选时间为 5min。试验结果见表 3。

表 3 捕收剂种类及组合试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collector types test

捕收剂种类及组合，

g/t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Cu S Cu S

丁黄药：120 粗选精矿 34.23 2.33 39.68 94.17 87.17

丁铵黑药：120

（不加 2
#
油）

粗选精矿 32.42 2.49 38.56 94.24 80.05

SN-9：120 粗选精矿 28.40 2.72 40.37 89.25 73.48

丁黄药+丁铵黑药：

80+40

（不加 2
#
油）

粗选精矿 32.80 2.46 40.49 93.83 85.50

丁黄药+SN-9：80+40 粗选精矿 33.08 2.42 40.00 93.88 85.40

丁黄药+丁铵黑药

+SN-9：40+40+40

（不加 2
#
油）

粗选精矿 32.92 2.42 40.30 94.21 85.33

由表 3 可知，综合考虑粗选精矿 Cu、S 的品位及回收率，单用丁黄药时浮选指标较佳。

3.3 铜硫混浮粗选丁黄药用量试验

本试验考察丁黄药用量对铜硫混浮粗选指标的影响，试验磨矿细度为 78% -0.074mm，粗选药剂制度为：

丁黄药（变）；2#油 40g/t，搅拌时间分别为：2min；2min，粗选时间为 5min，丁黄药用量分别为 40g/t：

60g/t；80g/t；100g/t；120g/t，试验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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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丁黄药用量试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butyl xanthate dosage test

丁黄药用量，

g/t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Cu S Cu S

40 粗选精矿 29.81 2.63 39.52 91.18 76.14

60 粗选精矿 31.99 2.53 40.06 92.75 81.88

80 粗选精矿 32.60 2.47 40.09 92.92 83.72

100 粗选精矿 33.54 2.39 39.59 93.13 86.87

120 粗选精矿 34.02 2.37 39.83 94.14 87.29

由表 4 可知，随着丁黄药用量的增加，粗选精矿 Cu 品位逐渐下降、Cu 回收率逐渐上升；S 品位先上升

后下降（变化极小）、S回收率逐渐上升。综合考虑药剂成本及浮选指标，确定混浮粗选丁黄药用量为 100g/t。

3.4 铜硫混浮粗选 2#油用量试验

本试验考察 2
#
油用量对铜硫混浮粗选指标的影响，试验磨矿细度为 78% -0.074mm，粗选药剂制度为：

丁黄药 100g/t；2
#
油（变），搅拌时间分别为：2min；2min，粗选时间为 5min，2

#
油用量分别为 16g/t：24g/t；

32g/t；40g/t，试验结果见表 5。

表 5 2
#
油用量试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terpenic oil dosage test

2
#
油用量，g/t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Cu S Cu S

16 粗选精矿 31.24 2.54 40.44 91.44 82.97

24 粗选精矿 32.45 2.47 39.74 93.10 85.15

32 粗选精矿 33.08 2.40 39.11 93.76 86.10

40 粗选精矿 34.54 2.33 38.09 93.96 86.94

由表 5 可知，随着 2#油用量的增加，粗选精矿 Cu 品位逐渐下降、Cu 回收率逐渐上升；S 品位逐渐下降、

S 回收率逐渐上升。综合考虑药剂成本及浮选指标，确定铜硫混浮粗选 2#油用量为 32g/t。

3.5 铜硫混浮粗精矿再磨细度试验

将原矿磨矿至-0.074mm 占 78%，粗选药剂制度为：丁黄药 100g/t；2#油 32g/t，搅拌时间分别为：2min；

2min，粗选时间为 5min，所得泡沫产品为铜硫混浮粗精矿。

针对铜硫混浮粗精矿，进行再磨细度试验，考察再磨细度对铜硫精选分离浮选指标的影响，混浮精选

不加药，精选时间为 5min，再磨细度分别为-0.043mm 占：72%、80%、87%、93%。试验结果见表 6。

表 6 再磨细度试验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regrinding fineness test

再磨细度，

% -0.043mm
产品名称

作业产

率，%

品位，% 作业回收率，%

Cu S Cu S

72 粗精矿 76.03 3.12 45.24 95.01 86.72

80 粗精矿 78.02 3.07 45.55 96.98 89.59

87 粗精矿 80.80 3.09 45.76 98.04 92.28

93 粗精矿 76.16 3.09 46.42 97.34 89.80

由表 6 可知，随着磨矿细度的增加，粗精矿 Cu、S品位变化不大，Cu、S 回收率均先上升后下降。确定

再磨细度为-0.043mm 87%。

3.6 铜硫分离粗选石灰用量试验

根据文献
[10]

可知亚硫酸钠与石灰配合使用时可有效抑硫。再磨后空白精选两道之后所得的混合精矿用

于铜硫分离粗选，本试验考察石灰用量对铜硫分离粗选指标的影响，铜硫分离粗选药剂制度为：石灰（变）

+亚硫酸钠 400g/t，搅拌时间为：4min，粗选时间为 5min，石灰用量分别为 0g/t：1000g/t；2000g/t；3000g/t；

4000g/t，所得泡沫产品为铜粗精矿，槽底产品为硫粗精矿。试验结果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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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石灰用量试验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lime dosage test

石灰用量，

g/t
产品名称 作业产率，%

品位，% 作业回收率，%

Cu S Cu S

0

（pH=7）

铜粗精矿 92.65 3.61 47.04 98.10 94.25

硫粗精矿 7.35 0.88 36.18 1.90 5.75

1000

（pH=10）

铜粗精矿 60.03 5.33 46.18 94.01 59.93

硫粗精矿 39.97 0.51 46.36 5.99 40.07

2000

（pH=11）

铜粗精矿 16.96 18.22 35.99 90.30 13.22

硫粗精矿 83.04 0.40 48.27 9.70 86.78

3000

（pH=12）

铜粗精矿 14.99 18.73 35.64 82.93 11.54

硫粗精矿 85.01 0.68 48.18 17.07 88.46

4000

（pH=13）

铜粗精矿 13.61 19.57 35.34 78.80 10.39

硫粗精矿 86.39 0.83 48.03 21.20 89.61

由表 7 可知，随着石灰用量的增加，铜粗精矿 Cu 品位先快速上升后趋于平稳，Cu 回收率逐渐下降；硫

粗精矿 S 品位先快速上升后趋于平稳，S 回收率逐渐上升。综合考虑 Cu、S 选矿指标，混浮粗精矿再磨后经

过两道空白精选后，铜硫分离时石灰用量为 2000g/t 即可。

3.7 铜硫分离粗选亚硫酸钠用量试验

再磨后空白精选两道之后所得的混合精矿用于铜硫分离粗选，本试验考察在石灰介质中亚硫酸钠用量

对铜硫分离粗选指标的影响，铜硫分离粗选药剂制度为：石灰 2000g/t +亚硫酸钠（变），搅拌时间为：4min，

粗选时间为 5min，亚硫酸钠用量分别为 0g/t：200g/t；400g/t；800g/t，所得泡沫产品为铜粗精矿，槽底

产品为硫粗精矿。试验结果见表 8。

表 8 亚硫酸钠用量试验结果

Table 8 Results of sodium sulfite dosage test

亚硫酸钠用量，

g/t
产品名称 作业产率，%

品位，% 作业回收率，%

Cu S Cu S

0
铜粗精矿 21.51 14.15 37.56 89.81 17.48

硫粗精矿 78.49 0.44 48.58 10.19 82.52

200
铜粗精矿 17.33 16.92 35.25 88.08 13.19

硫粗精矿 82.67 0.48 48.66 11.92 86.81

400
铜粗精矿 15.90 18.22 34.99 86.02 12.06

硫粗精矿 84.10 0.56 48.27 13.98 87.94

800
铜粗精矿 14.99 18.79 33.25 84.02 10.77

硫粗精矿 85.01 0.63 48.58 15.98 89.23

由表 8 可知，添加亚硫酸钠后，铜粗精矿中 S 的回收率有所下降。综合考虑 Cu、S 选矿指标，混浮粗

精矿再磨后经过两道空白精选后，确定铜硫分离时亚硫酸钠用量为 200g/t。

3.8 “铜硫混浮粗精矿再磨脱脉石-铜硫分离”闭路试验

“铜硫混浮粗精矿再磨脱脉石-铜硫分离”闭路试验工艺流程见图 2，试验结果见表 9。

683683



原   矿

球磨              78%  -0.074mm

混浮   粗选

丁黄药         60

4

2
2#油             12

混浮   精选二

4

石灰          2000
4

亚硫酸钠    200

球磨             87% -0.043mm

混浮   精选一

4

分离   扫选二

硫精矿

5

分离   粗选

5

BK404     82

分离   扫选一

5

2

分离   精选一

5

石灰       2504

BK404     4

分离   精选二

5

铜精矿

混浮   精扫

尾矿2

4

BK404     42

2 丁黄药         10

2 丁黄药     5 2 丁黄药     5
混浮   扫选二

尾矿1

4

丁黄药          20
2

2#油              4

混浮   扫选一

丁黄药       102

2 BK404       8

4

BK404     42

图 2 闭路试验工艺流程图

Fig.2 Flowsheet of closed circuit test

表 9 闭路试验结果

Table 9 Results of closed circuit test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Cu S Cu S

铜精矿 4.21 17.41 32.44 86.46 8.97

硫精矿 18.91 0.24 48.95 5.35 60.78

尾矿 2 10.87 0.25 19.50 3.21 13.92

尾矿 1 66.01 0.064 3.77 4.98 16.33

原矿 100.00 0.85 15.23 100.00 100.00

由表 9 可知，“铜硫混浮粗精矿再磨脱脉石-铜硫分离”闭路试验最终获得铜精矿含 Cu 17.41%、S 32.44%，

Cu 回收率 86.46%；硫精矿含 Cu 0.24%、S 48.95%、Fe 44.01%，S 回收率 60.78%。

4 结论

1）铜硫分离时亚硫酸钠与石灰配合使用，既可以减少石灰用量，还可以有效抑硫。

2）针对原矿含 Cu 0.85%、S 15.23%，采用“铜硫混浮粗精矿再磨脱脉石-铜硫分离”工艺流程，闭路

试验最终获得铜精矿含 Cu 17.41%、S 32.44%，Cu 回收率 86.46%；硫精矿含 Cu 0.24%、S 48.95%、Fe 44.01%，

S 回收率 60.78%。

3）“铜硫混浮粗精矿再磨脱脉石-铜硫分离”工艺在保证选铜指标的情况下，硫精矿质量得到了显著

改善，为选厂挖掘铜硫精矿潜力提供了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1] 李俊宁，肖春莲. 某铁硫铜复杂多金属矿选矿工艺研究[J]. 金属矿山，2008，（12）：58-63.

[2] 朱继生. 冬瓜山铜矿选矿技术攻关[J]. 中国钼业，2006，30（5）：24-27.

[3] 阮华东，彭屹. 武山铜矿提高选矿指标实践[J]. 矿业快报，2004，（7）：32-34.

[4] 吴熙群，李世伦，谢珉. 西藏玉龙铜矿硫化矿选矿工艺流程的研究[J]. 矿冶，2000，9（4）：32-37.

684684



[5]王慧，周忠堂. 从硫精矿中回收铜的浮选工艺试验研究与生产实践[J].四川有色金属，2011，（3）:20-25.

[6]胡海祥，李广，刘俊，等. 某铜硫铁复杂多金属矿分选新工艺试验研究[J]. 矿山机械，2012，40（9）：87-91.

[7]叶雪均，熊立. 安徽某铁尾矿中铜硫的选矿回收研究[J]. 金属矿山，2012，（7）：155-157.

[8]解志锋，艾光华，严华山等. 某高铁铜硫矿石的选矿试验工艺研究[J]. 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 2014，5（5）:135-140.

[9]李宗站，刘家弟，王振玉等.国内铜硫浮选分离研究现状[J]. 现代矿业，2010，（3）:12-15.

[10]景开元. 亚硫酸钠在铜硫分离中的作用[Ｊ]. 有色矿冶，1990，（1）:17-20.

作者信息：万丽（1987-），女，湖北荆州人，硕士，工程师，手机号：13520335970，E-mail：wanli@bgrimm.com。

说明：本论文已于 2019 年 12 月在《矿产综合利用》第 6期发表，期刊号：1000-6532。

685685



某铁矿尾砂充填材料的力学性能试验研究

毛瑞坤 陈国瑞 赵继忠 郭晨 徐胜亮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水厂铁矿）

摘 要 结合某铁矿实际情况，为满足某铁矿地下开采扩建工程充填采矿的需要，开展矿山生

产现状与充填物料调研与分析、充填材料基础物理化学性质研究、充填材料配比实验

研究 、充填料浆流变特性试验研究、新型胶凝材料的探索实验等一系列测试与实验

分析研究工作，为充填系统设计提供依据。

关键词 扩建工程 充填采矿 实验分析 胶凝材料

1 前言

依据某铁矿地采扩建工程设计，受制于地表征地界线的限制，-330 m 以下大部分矿体采

用充填法开采。实践表明，充填采矿法能最大限度地回采各种复杂工程地质条件下的难采矿体，

可以有效抑制围岩移动，保护地表环境，处理大量固体废弃物。目前，越来越多的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大中型地下矿山采用充填采矿法。围绕充填材料、充填体力学性能及承载特性、充填

体作用机理、充等方面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2 尾砂充填材料的组成

2.1 选择依据

采用选厂尾砂用于井下充填，可以减少尾矿的入库量，延长大采尾矿库的使用年限，实现

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因此采用某矿选矿厂尾砂作为充填骨料，考虑到充填所需的尾砂需要经

过隔膜泵站输送，对尾砂的粒级有要求，因此选用提取粗粒级尾砂生产建筑砂后，剩余输送（粒

级 2 mm 以下）到某铁矿用于扩建工程采空区充填的尾砂。

2.2 尾砂的物化性质

（1）化学元素分析

化学元素分析采用半定量分析与监测，结果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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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CP 发射光谱半定量分析测试结果

分析项目 结果（%） 分析项目 结果（%）
Al 2.40 Li ＜0.05
As ＜0.05 Mg 3.6
Ba ＜0.05 Mn 0.15
Be ＜0.05 Ni ＜0.05
Bi ＜0.05 Pb ＜0.05
Ca 1.90 Sb ＜0.05
Cd ＜0.05 Sn ＜0.05
Co ＜0.05 Sr ＜0.05
Cr ＜0.05 Ti 0.11
Cu ＜0.05 V ＜0.05
Fe 8.00 Zn ＜0.05

从检测结果来看，尾砂中 Fe 元素含量相对较高，约 8 %，依次为 Mg、Al、Ca、Mn 等元素，这

些元素有利于胶结充填过程中，水泥水化产物的生产，有助于提高胶

结体强度；尾砂中有毒有害元素，如 Pb，As 等元素含量较低，满足矿山充填要求。

（2）尾砂物理参数测定

尾砂物理参数测定主要有比重、松散容重、自然安息角、以及由比重和松散容重得出的孔

隙率。某铁矿充填尾砂基本物理参数测定结果见表 2。

表 2 尾砂物理参数测定表

比重 松散干容重(g/mml) 孔隙率(%) 自然安息角(°)

2.84 1.26 55.6 36.5

（3）尾砂激光粒度测定

对充填尾砂尾砂采用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通过测试结果，绘制尾砂粒级分布曲线。

从粒径分布情况大致可以看出，200 目以下（≤0.074 mm）尾砂颗粒占比 48.1 %，400 目

以下（≤0.038 mm）尾砂颗粒占比 27.6 %，类比同类矿山粒度情况，尾砂粒径偏粗。

图 1 尾砂粒径曲线

3 充填材料配比试验

开展了尾砂 7d、28d 和 60d 养护龄期配比试验，测试了砂灰比 25、8、6、4 与料浆浓度在

66 %、68 %、70 %、72 %和 75 %条件下，各组配比试块单轴抗压强度，主要测试结果有：

（1）水泥是影响充填试块强度的主要因素，砂灰比为 4 时，28d 养护龄期强度范围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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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Pa 至 4.4 MPa（对应浓度范围 66 %至 75 %），随浓度增加强度增加；砂灰比为为 6 时，

强度范围介于 1.2 MPa 至 2.5 MPa，随浓度增加强度增加；砂灰比为 8时，强度范围介于 0.6 MPa

至 1.7 MPa，随浓度增加强度增加；砂灰比为为 25 时，水泥含量实验组最低，此时强度范围

介于 0.2 MPa 至 0.4 MPa，随浓度增加强度增加。

（2）与 28d 养护龄期单轴抗压强度比较，7d 龄期至 28d 龄期，强度增长较快，强度增长

约 1倍，28d 龄期至 60d 养护龄期，强度普遍增长，水泥含量较多时，强度增长约 0.3 MPa 至

0.5 MPa，增长率 15 %至 20 %，水泥含量较低情况下，强度增长不明显。

图2 7d龄期强度与料浆浓度关系曲线 图3 28d龄期强度与料浆浓度关系曲线

图 4 60d 龄期强度与料浆浓度关系曲线 图 5 扩散度曲线

料浆浓度对充填强度有一定影响，实验室测试结果表明，随着料浆浓度增加，不论是 7 d

强度、28 d 强度还是 60 d 强度，数值都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较高浓度下，料浆均质，

分层和离析程度有所缓解，形成的充填体质量相对较好。实验开展过程中，75 %料浆流动性较

差，状态近似膏体，在无外加剂情况下极难自流，不推荐使用。

据 60d 单轴抗压强度图分析，砂灰比为 4 时，实验组强度最高为 3.9 MPa（72 %），随砂

灰比增加（水泥量减小）而递减，以 70 %浓度组为例，强度随砂灰比 4至 25 变化，强度由 3.3

MPa 至 0.3 MPa 递减。

4 充填料浆液输送试验

4.1 扩散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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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设计的物料配比，配置充填料浆，经搅拌均匀，料浆装满扩散桶，小心快速起拔扩散

筒，料浆随之摊开，在刻度板上摊开一定面积，通过读取刻度板上标尺纵横两个方向的刻度，

计算求得平均扩散直径。

实验表明，全尾砂料浆在 66 %、68 %时，扩散浆体表面水迹清晰，70 %以后逐渐变稠，

72 %时料浆不能较好的摊开，扩散直径较小。

4.2 塌落度测定

坍落度测试实验采用自然风干全尾砂，按设计参数配制为高浓度尾砂浆液。本实验设计对

料浆流动性较好的 66 %、68 %组开展塌落度测试实验，结果表明，尾砂浆坍落剩余高度较小，

最大仅至 2.0 cm，这表明 68 %、66 %全尾砂浆较好的流动性和保水性,坍落度在 28 至 29 之间。

表 3 全尾砂浆坍落度测试结果

编号 浓度/% 灰砂比 堆积高度/mm 坍落度/cm

1 0.66 1/6 10 29.0

2 0.66 1/4 12 28.8

3 0.68 1/6 18 28.2

4 0.68 1/4 20 28.0

4.3 充填料浆 L 型管道输送试验

（1）为实现充填料浆的顺利输送，需要对影响输送阻力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开展

了全尾砂充填料浆流变参数测试，分析了各组配合比下充填料浆的初始剪切屈服应力与黏度系

数。

图 6 水泥含量对料浆初始剪切屈服应力的影响规律

图 7 水泥含量对料浆粘度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 料浆浓度是影响料浆剪切屈服应力的关键因素，对全尾砂料浆，随料浆浓度

增加，初始剪切屈服应力呈增大趋势。 料浆浓度对料浆黏度系数具有明显影响，随着料浆浓

度的增加黏度系有增加趋势，在料浆浓度为 68 %、70 %时，流动过程中料浆流动阻力变化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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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大；料浆浓度由 70 %至 72 %的变化过程中，黏度系数增幅较大。

此外，随着水泥含量增加，料浆黏度系数减小。适当增加水泥含量，有利于减小料浆的流

动阻力，有助于改善充填料浆的流动性。

（2）某铁矿每套系统的充填料浆制备能力为 100～120 m³/h，每套搅拌系统的正常能力

为 100 m³/h，最大能力为 120 m³/h。实验分析了充填能力 100 m³/h、120 m³/h 两种情况下，

不同流速（对应管径）下阻力变化情况。

图 8 流速与阻力关系图（Q=100 m³/h） 图 9 流速与阻力关系图（Q=120 m³/h）

针对具体的料浆浓度和物料配合进行了临界流速、沿程阻力等计算。根据测试结果和分析

结论，针对某铁矿输送能力 100 m³/h～120 m³/h，充填倍线约为 5（垂直段高度 820 m，管线

总长约 4100 m）的情况，推荐输送浓度 66 %～68 %，推荐输送管径 100 mm～110 mm 范围。

5 新型胶凝材料探索实验

针对某铁矿煤渣和水淬渣两种物料，初步研究这两种材料作为水泥替代品或部分替代品的

可行性，并推荐配比参数。活性胶凝材料的强度变化规律见表 4。

表 4 不同养护龄期下试块强度变化情况

编号 砂灰比
胶结剂组成/(%) 7d 单轴抗压

强度/MPa
14d 单轴抗
压强度/MPa

28d单轴抗压
强度/MPa水泥 煤渣 水淬渣

1 4 100 0 0 1.18 1.55 2.35
2 4 50 50 0 0.23 0.32 0.44
3 4 50 0 50 1.01 1.41 2.06
4 4 50 25 25 0.49 0.75 0.97
5 8 100 0 0 0.44 0.55 0.71
6 8 50 50 0 0.23 0.28 0.39
7 8 50 0 50 0.61 0.81 1.15
8 8 50 25 25 0.36 0.54 0.69

开展了替代胶凝材料的活性探索实验，实验以某铁矿矿山现用水泥为对照，进行了胶凝材

料添加量替换的配比设计，并开展了相应的配合比强度测试，实验开展了 7 d、14 d 和 28 d

养护龄期的单轴抗压强度测试。

替代胶凝材料的活性探索实验结果表明，某铁矿提供的水淬渣初步分析具备胶凝活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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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矿山生产需要，建议开展必要的研究工作，开发并充分利用水淬渣的活性特征，以替代或部

分替代矿用水泥，减少充填成本，增加企业效益。

6 结语

尾砂作为充填材料，可以保护地表环境，减少尾矿的入库量，对于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绿

色环保和谐矿山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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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铁矿细碎产品干式预选设备升级研究

李 刚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水厂铁矿，河北 迁安 064405）

摘要：水厂铁矿采用 CT-0812 型永磁磁力滚筒对 TFe 品位为 23.80%的细碎产品进行干式预选，TFe 品位仅

能提高 2.10 个百分点，抛尾产率仅为 11.32%，尾矿 mFe 品位达 2.38%，干式预选效果不理想。为改善预选

效果进行了不同新型干选机预选效果对比试验，对预选效果较好的新型干选机进行了现场工艺参数条件试

验，并对新老干选机的工业生产指标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①在实验室条件下，TFe 品位为 21.45%的水

厂铁矿细碎产品，XDG65-50 型多级吸出-吸住联合干式预选机可抛出产率达 16.63%、TFe 品位为 6.16%、mFe

品位为 1.63%的尾矿； CTX-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可抛出产率达 39.83%、TFe 品位为 5.45%、mFe 品

位为 1.02%的尾矿，预选效果较理想。②在现场工业试验参数范围内，CTX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对磁

系运转频率和分料板位置不敏感，但对给料皮带运行速度较敏感，皮带运行速度提高，尾矿 TFe 品位和 mFe

品位呈先慢后快的上升趋势；在磁系运转频率为 70 Hz，皮带运行速度为 3.2 m/s，分料板距滚筒中心水平

距离为 300 mm 情况下处理 TFe 品位为 22.95%的给矿，可获得 TFe 品位为 26.93%的干式预选精矿，抛尾产

率达 19.60%，尾矿 mFe 品位为 2.05%。③在给矿品位相当、干选机工艺参数均最佳的情况下，CTX0812 型旋

转磁场干式磁选机可抛出产率达 18.78%、TFe 品位为 6.87%、mFe 品位为 2.06%的尾矿，精矿 TFe 品位达

28.69%，提高幅度达 4.02 个百分点；CT-0812 型永磁磁力滚筒可抛出产率为 14.21%、TFe 品位为 7.45%、

mFe 品位为 2.58%的尾矿，精矿 Fe 品位仅为 26.95%，提高幅度仅为 2.25 个百分点。④CTX0812 型旋转磁场

干式磁选机通过高频次的磁翻转和磁搅动以及高磁场强度，能实现磁性物料和非（弱）磁性颗粒的高效分

离，适合用于水厂铁矿细碎产品的高效干式预选抛废。

关键词：预选抛废，悬磁干选机，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CT 型永磁磁力滚筒

Study on upgrading of dry preselection equipment for fine iron ore products

in Shuichang iron ore

Li gang

(Shougang group co. LTD.Mining company ,Shuichang iron ore,Qian’an,Hebei,064405)

Abstract The CT-0812 type permanent magnet magnetic equipment was used in the dry

preconcentration of the fine products with TFe grade of 23.80% in Shuichang iron ore, TFe grade

can only be improved by 2.10 percentage points, the tailing production rate was only 11.32%, the

mFe grade of the tailings production reached 2.38%,the dry preselection is not idea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e-selection effect, the comparative tests of pre-selec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new dry separator were carried out, the process parameters and conditions of the new type dry

separator with better pre-selection effect were tested on the spot, and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es of the new and old dry separator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In laboratory

conditions, the TFe grade of 21.45% of the Shuichang iron ore fine products, the XDG65-50

multi-stage suction - suction combined dry preconcentration machine can be cast the tailing

production rate of 16.63%, TFe grade of 6.16%, mFe grade of 1.63%; The CTX-0812 dry magnetic

separator with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can be cast the tailing production rate of 39.83%, TFe

grade of 5.45%, mFe grade of 1.02%, preselection effect is better.②In the field industrial test

parameter range, the CTX-0812 dry magnetic separator with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is not sensitive

to the running frequency of the magnetic system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feed plate, but it is

sensitive to the running speed of the feeding belt. The running speed of the belt is increased,

and the TFe grade and mFe grade of tailings show an upward trend of first slow then fast. When

the magnetic system runs at a frequency of 70 Hz, the belt runs at a speed of 3.2 m/s, and the

feed with a TFe grade of 22.95% is treated with a horizontal distance of 300 mm from th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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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ylinder, dry preselected concentrate with a TFe grade of 26.93% can be obtained, with

tailing production rate of 19.60% and a tailings mFe grade of 2.05%.③Under the condition of equal

grade of feed ore and optimum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of dry separator, the CTX0812 dry magnetic

separator with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can be cast the tailing production rate of 18.78%, TFe

grade of 6.87%, mFe grade of 2.06%, concentrate TFe grade of 28.69%, up to 4.02 percentage points;

The tailing production rate of the CT-0812 type permament magnet magnetic equipment is 14.21%,

the grade of TFe is 7.45%, the grade of mFe is 2.58%, the grade of concentrate Fe is only 26.95%,

the improvement rate is only 2.25%.④The CTX0812 dry magnetic separator with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can achieve efficient separation of magnetic materials and non-(weak) magnetic particles

through high frequency magnetic turnover and magnetic agitation and high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which is suitable for highly efficient dry pre-screening and throwing the tailing of fine iron

ore products in Shuichang iron ore.

Keywords Preselection and throw the tailing,Suspended magnetic dry separator,The dry magnetic

separator with rotating magnetic field,The CT type permanent magnet magnetic equipment

我国铁矿石资源较丰富，但贫矿资源量超过 90%
[1]
。在贫矿资源中，受成矿条件的制约，

矿床内存在大量的岩石夹层，矿体与围岩边界也不平直，在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和铲装时，矿岩

混杂程度常常加深。为尽可能消除矿石中混杂的大块废石，提高选矿厂入磨品位，大多数铁矿

选矿厂均设置有干式预选作业，CT 型永磁磁力滚筒是常见的干式预选设备，抛废率一般在 10%

左右，入磨品位可提高 1.5%～2.5%
[2]
。随着国家对矿山生态与环境要求的日益提高，以及矿山

企业对降本增效的不懈追求，有力地推动了干式预选技术的进步。干式预选设备的发展又为矿

山企业进一步实现高效干式抛废提供了可能。

1 水厂铁矿干式预选现状

水厂铁矿矿床属于鞍山式沉积变质型贫磁铁矿矿床
[3]
，目前用 14 台 CT-0812 型永磁磁力

滚筒对细碎产品的干式预选。近年来，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矿石呈现贫化趋势，影响到水厂

铁矿的经济效益。CT-0812 型永磁磁力滚筒设备参数见表 1，生产指标见表 2。

表 1 水厂铁矿 CT-0812 型永磁磁力滚筒设备参数

Table 1 The apparatus of CT-0812 type permanent magnet magnetic equipment in Shuichang iron ore

设备性能 筒表场强/（kA/m） 磁偏角/°磁包角/°生产能力/(t/h)

指标 240 100 165 200

表 2 水厂铁矿 CT-0812 型磁滚筒的主要生产技术指标

Table 2 The main production technical indexes of CT-0812 type permanent magnet magnetic equipment

in Shuichang iron ore %

项目 给矿 Fe 品位 精矿 Fe 品位 尾矿 Fe 品位 尾矿 mFe 品位 尾矿产率

指标 23.80 25.90 7.36 2.38 11.32

由表 2可知，原矿经 CT-0812 型磁滚筒预选，预选精矿铁品位较给矿提高了 2.10 个百分

点；抛尾产率较低，仅为 11.32%，尾矿磁性铁品位为 2.38%，与其他选矿厂相比较高
[4]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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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干式预选效果不理想。

2 干式预选设备试验

近年来，我国磁选设备研制进展很快，特别是第三代高磁性能材料钕铁硼的问世，对磁选

新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出现了应用广泛的磁力预选设备，如磁滑轮、CTDG 大块

干式磁选机、干式筒式磁选机等
[5]
。另外还出现了多种其他结构形式的干式预选设备，如悬磁

干选机和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为确定适合水厂铁矿干式预选的高效设备，用悬磁干选机和旋

转磁场干式磁选机分别对同一矿样进行预选试验。

2.1 实验室试验

2.1.1 悬磁干选机试验

（1）悬磁干选机的工作原理。悬磁干选机与磁滚筒结合组成“吸出—吸住联合干选”系

统，其选别原理为：预吸出装置首先将物料层中的磁性物料翻吸到料层的上部，再经精选再吸

出装置选择性地再吸出 1 次，起到精选作用。吸出物料中 80%～95%的磁性物料后，剩在物料

输送带上的料层变薄，当其随皮带高速运转至磁滚筒时，非磁性物料被甩到废石料斗，剩余的

磁性相对较弱的磁性物料被磁滚筒的高场强磁系吸持带进精料斗而实现高效分离
[6]
。其结构示

意见图 1。

Fig.1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suspended magnetic dry separator

1—平料装置；2—带式吸出装置；3—带式吸住装置；4—废石料斗；5—分隔板；6—精料斗

（2）悬磁干选机试验结果分析。采用某公司生产的 XDG65-50 型多级吸出-吸住联合干式

预选机。在环形带速为 2.5 m/s，带式吸住装置处的最高磁场强度为 280 kA/m；φ400 mm×600

mm 干废抛离装置带面最高磁场强度为 120 kA/m，皮带速度为 3.2 m/s 情况下的选别试验结果

见表 3。

表 3 悬磁干选机选别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s of the suspended magnetic dry separator %

原矿 Fe 品位 精矿产率 精矿 Fe 品位 尾矿 Fe 品位 尾矿 mFe 品位

21.45 83.37 24.50 6.16 1.63

由表 3 可知，原矿经过悬磁干选机选别，可抛出产率达 16.63%、Fe 品位为 6.16%、mFe

品位为 1.63%的尾矿，精矿 Fe 品位达 24.50%，提高了 3.0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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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试验

（1）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工作原理。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采用特殊的磁系设计，相邻区

域磁场强度差别大，当外筒体和磁系相对转动时，磁性矿石颗粒在短时间内快速多次交替通过

高磁场强度区域和低磁场强度区域，发生快速的磁翻转和磁搅动，夹杂在磁性矿石颗粒间的非

（弱）磁性废石颗粒受到磁搅动，在磁场挤压力、离心力和重力的联合作用下会向外层移动，

而夹杂在非（弱）磁性废石颗粒间的磁性矿石颗粒由于受到强大的磁场力作用，会向内层移动，

最终实现磁性矿石颗粒与非（弱）磁性废石颗粒的高效分选
[7]
。其分选原理见图 2。

图 2 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分选原理

Fig.2 The principle of the dry magnetic separator with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1—驱动滚筒；2—胶带；3—外筒体；4—内筒体；5—360°磁系；6—磁性矿石；7—非磁性废石

（2）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试验结果分析。采用北京君致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致

清公司）生产的 XCT-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在筒体表面场强为 400 kA/m，皮带运行速

度为 3.2 m/s 的条件下对矿样进行实验室试验，结果见表 4。

表 4 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选别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s of the dry magnetic separator with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

原矿 Fe 品位 精矿产率 精矿 Fe 品位 尾矿 Fe 品位 尾矿 mFe 品位

21.45 60.17 26.57 5.45 1.02

由表 4可知，原矿经过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选别，可抛出产率达 39.83%、Fe 品位为 5.45%、

mFe 品位为 1.02%的尾矿，精矿 Fe 品位达 26.57%，提高了 5.12 个百分点。

2.1.3 实验室试验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悬磁干选机和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选别效果均优于现场 CT-0812 型永磁磁

力滚筒的选别效果；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的选别效果明显优于悬磁干选机的选别效果。因此，

现场选择采用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作为干式预选升级设备进行工业试验。

2.2 工业试验

为进一步验证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在提高入磨矿石品位、降低甩尾磁性铁方面的优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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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工业试验。君致清公司的 CTX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安装在主厂房 5系列，与 7系列

的 CT-0812 型永磁磁力滚筒进行生产效果对比。CTX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的处理能力为

100～200 t/h，适用给矿粒度为 50～0 mm。

2.2.1 条件试验

（1）磁系运转频率试验的皮带速度为 3.2 m/s，分料板距离滚筒中心的水平距离为 350 mm，

试验结果见表 5。

表 5 磁系频率参数试验结果

Table 5 The frequency parameter test results of the magnetic system

频率/Hz 给矿 Fe 品位/% 精矿 Fe 品位/% 尾矿 Fe 品位/% 尾矿 mFe 品位/%

60 24.10 27.79 6.56 2.11

70 24.14 27.89 6.50 2.06

80 24.11 27.87 6.49 2.08

由表 5可知，磁系运转频率对选别指标影响不明显，后续试验选择磁系运转频率为 70 Hz。

（2）给料皮带速度试验的磁系运转频率为 70 Hz，分料板距离滚筒中心的水平距离为 350

mm，试验结果见表 6。

表 6 皮带速度参数试验结果

Table 6 The parameter test results of the belt speed

皮带速度/（m/s) 给矿 Fe 品位/% 精矿 Fe 品位/% 尾矿 Fe 品位/% 尾矿 mFe 品位/%

3.0 24.03 27.80 6.70 2.09

3.2 24.02 27.86 6.73 2.07

3.5 24.02 27.84 7.43 2.34

由表 6可知，皮带运行速度提高，尾矿 Fe 品位呈先慢后快的上升趋势。综合考虑，确定

皮带运行速度为 3.2 m/s。

（3）分料板位置试验的磁系运转频率为 70 Hz，皮带运行速度为 3.2 m/s，试验结果见表

7。

表 7 分料板位置试验结果

Table 7 The parameter test results of the location of the branch plates

分料板距滚筒中心/mm 给矿 Fe 品位/% 精矿 Fe 品位/% 尾矿 Fe 品位/% 尾矿 mFe 品位/%

350 23.02 26.90 6.54 2.03

325 23.01 26.91 6.59 2.04

300 22.95 26.93 6.62 2.05

275 23.04 27.03 6.75 2.14

由表 7可知，随着分料板距滚筒中心水平距离的缩小，精矿、尾矿 Fe 品位均小幅升高。

综合考虑，确定分料板距滚筒中心水平距离为 300 mm。

2.2.2 工业试验结果

在最佳工艺参数情况下的生产指标与 CT-0812 型永磁磁力滚筒的生产指标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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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工业试验指标汇总

Table 8 The summary results of industrial tests %

设备
给矿 Fe

品位

精矿 Fe

品位

尾矿 Fe

品位

尾矿 mFe

品位
甩尾产率

CTX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 24.67 28.69 6.87 2.06 18.78

CT-0812 型永磁磁力滚筒 24.70 26.95 7.45 2.58 14.21

由表 8 可知，在给矿品位相当的情况下，CTX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可抛出产率达

18.78%、Fe 品位为 6.87%、mFe 品位为 2.06%的尾矿，精矿 Fe 品位达 28.69%，提高幅度达 4.02

个百分点；CT-0812 型永磁磁力滚筒可抛出产率为 14.21%、Fe 品位为 7.45%、mFe 品位为 2.58%

的尾矿，精矿 Fe 品位仅为 26.95%，提高幅度仅为 2.25 个百分点。显然，CTX0812 型旋转磁场

干式磁选机更适合水厂铁矿细碎产品的干式预选。这主要是由于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高频次的

磁翻转和磁搅动以及高磁场强度，能使磁性物料和非（弱）磁性颗粒在联合力场的作用下实现

高效分离。

3 结 论

（1）在实验室条件下，采用 XDG65-50 型多级吸出-吸住联合干式预选机预选 Fe 品位为

21.45%的水厂铁矿细碎产品，可抛出产率达 16.63%、Fe 品位为 6.16%、mFe 品位为 1.63%的尾

矿，精矿 Fe 品位达 24.50%，品位提高幅度为 3.05 个百分点；采用 XCT-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

磁选机，则可抛出产率达 39.83%、Fe 品位为 5.45%、mFe 品位为 1.02%的尾矿，精矿 Fe 品位

达 26.57%，品位提高幅度为 5.12 个百分点。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的选别效果明显优于悬磁干

选机的选别效果。

（2）现场工业试验表明，CTX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的预选效果对试验磁系运转频

率和分料板位置不敏感，但对给料皮带速度较敏感，皮带运行速度提高，尾矿 Fe 品位和 mFe

品位呈先慢后快的上升趋势；在磁系运转频率为 70 Hz，皮带运行速度为 3.2 m/s，分料板距

滚筒中心水平距离为 300 mm 情况下处理 Fe 品位为 22.95%的给矿，可获得 Fe 品位为 26.93%

的干式预选精矿，抛尾产率达 19.60%，尾矿 mFe 品位为 2.05%。

（3）在给矿品位相当、干选机工艺参数均最佳的情况下，CTX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磁选

机可抛出产率达 18.78%、Fe 品位为 6.87%、mFe 品位为 2.06%的尾矿，精矿 Fe 品位达 28.69%，

提高幅度达 4.02 个百分点；CT-0812 型永磁磁力滚筒可抛出产率为 14.21%、Fe 品位为 7.45%、

mFe 品位为 2.58%的尾矿，精矿 Fe 品位仅为 26.95%，提高幅度仅为 2.25 个百分点。

（4）由于 CTX0812 型旋转磁场干式磁选机高频次的磁翻转和磁搅动以及高磁场强度，能

实现磁性物料和非（弱）磁性颗粒的高效分离，因此更适合水厂铁矿细碎产品的干式预选抛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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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铁矿多通道微震监测系统网络构建

张爱民，马俊生，刘育明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100038）

摘要：随着开采深度加大，地应力作用随之加剧，微震监测技术作为深井矿山地压监测的重要手段，已经取得了成功应用。

本文简要概括了国内某铁矿的矿床赋存条件、地压特点及建立微震监测系统的必要性，对建立的 24 通道微震监测系统的组成、

监测范围及布置型式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监测系统进行详细配置和投资估算。

关键词：微震监测；深井矿山；地压控制；数值模拟；网络建设

Network construction of Multi-Channel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in an Iron mine

Zhang AiMin，Ma Junsheng，Liu Yuming

(China ENFI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With the mining depth increasing, the stress will been increased.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technique

have been applied successfully as the main means in pressure monitoring of deep mining. This paper will summarizes

the deposit condition, the press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ed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system in an iron mine, and introduces the establish of 24 channel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system and monitoring

scope detailedl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will also completes the detailed configuring and investment

estimating toward this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system.

Key words: Micro-seismic monitoring；Deep mine；Pressure control；Numeric simulation；Network build

随着地下矿山开采深度加大，地压随之加剧，严重影响矿山的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如何准确监测矿

山的地压活动规律，确定地压集中区域或岩爆可能发生区域，避免或减少矿山动力灾害的发生，是目前地

下矿山深部开采所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1. 微震监测原理及组成

岩石在外界应力作用下，其内部将产生局部弹塑性能集中现象，当能量积聚到某一临界值时，会引起

微裂隙的产生与扩展，微裂隙的产生与扩展会伴随有弹性波或应力波的释放并在周围岩体内快速传播，这

种弹性波称为微震（MS）
[1]
。从弹塑性能的积聚到释放，并伴随弹性波的发生，这一整个过程称为一次微震

事件。矿山微震监测技术是用岩体受力变形和破坏后本身发射出的弹性波来进行监测工程岩体稳定性的技

术方法。

微震监测系统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硬件包括传感器、微震仪、转发器、井下控制室、地面主控制室

及光缆等；软件包括时间运行系统（RTS）、地震波形分析处理系统（JMTS）和地震事件活动性可视化分析

系统（JDI）等。

2. 微震监测技术应用现状

早在 1908 年，Mintrop 在德国 Ruhr 煤田的 Bochum 地区建立了第 1 个用于矿山观测的台站。20 世纪 20

年代，Mainka 在德国的上西里西亚建立了第 1 个用于矿井监测的地震台网；美国矿业局在 20 世纪 40 年代

就开始提出应用地震法来探测给地下矿井造成严重危害的岩爆。澳大利亚始于 1994 年开始应用微震监测技

术，其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研制了 Siroseis 系统，在国内多个矿山采用，并取得了较好的

成果
[2]
。波兰最初采用 SYLOK 微震监测系统用来监测采掘工作面和矿井区域的微震活动。加拿大开发了

ADASLS 系统，它能够识别波的类别（P、S 波和噪音），并且可以确定出微震位置及其可信度。现在美国和

加拿大广泛采用 ADASLS，用于监测预报可能发生冒顶的地段及其发生的时间。俄罗斯研制类似的地震声学

监测仪器，如 SDAE8 型。

1984 年，我国从波兰引进 SYLOK 微震监测系统和 SAK 地音监测系统，并应用于北京门头沟煤矿、枣庄

陶庄煤矿等生产矿井；1990 年，兴隆庄煤矿采用澳大利亚地震监测系统；2004 年，凡口铅锌矿针对 F3 控

矿断层的稳定性在-500m 以下矿体和-650m 以上、狮岭北的主采矿体引进了加拿大 ESG 微震监测系统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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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冬瓜山引进南非 ISS 微震监测系统
[4,5]

，冬瓜山铜矿在-875m 水平副井附近建立井下生产指挥

中心，在-670m 水平 53 线和-730m 水平 57 线穿脉各安装一台微震仪，在-875m 水平的上下盘沿脉内各安装

了一个微震仪，在-730m 水平 47 线措施井附近安装一个转发器 QS，12 台单分量和 6台三分量传感器。微震

监测分析研究显示，在生产爆破 2h 内地震活动比较集中，危险区域为作业区顶底板围岩。

2006 年，华丰煤矿引进波兰在 SYLOK 微震监测系统基础上改进的 ARAMIS M/E 及 ARP 2000 井下上联合

微震监测系统
[5,6]

。

2007 年，会泽铅锌矿针对 8 号矿体 1451m 中段、1331m 中段和 1391m 中段采用南非 ISS 公司的 24 通道

微震监测系统
[5]
，在使用的半年内，成功预测了 5 次较大规模的井下冒落事件。实践证明，微震监测为地压

控制的一种有效手段。

2008 年，三山岛金矿新立矿区为了监测浅部海水的溃入和深部地压或岩爆等动力灾害，在西区-165m、

-200m 水平和中区-135m、-165m、-200m、-400m 水平采用了 BMS 微震监测系统
[7,8]

，并自从使用以来为矿床

开采的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9 年，红透山铜矿在距地表 1200m 的-767m 中段 13 采场下盘围岩采用南非 ISS 公司的 6 通道全数字

型微震监测系统
[9]
，选择区域的主要原因是该中段穿脉外巷道帮壁表面出现较大拉应力及 13 采场正在进行

采矿活动。并在 2011 年，将监测网络扩展到 18 个通道，3 个数据采集模块，12 个传感器（三向传感器 3

个，单向传感器 9 个），监测区域为-707m 中段 27 采场、-767m 中段 13 采场、-827m 中段 F8 破碎带。

另外，在微震监测信号识别、频谱分析、去噪方法、定位技术等方面，国内外不少学者已经作了很多

工作，也得到了不少成果
[10~12]

。

微震监测技术在国内外矿山中都得到了较好的应用，通过微震监测系统的应用，为矿床的安全、高效

开采及其支护方式的选择提供信息，对开采中的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3. 国内某铁矿微震监测系统组建

该铁矿为新建矿山，设计规模为 1500 万 t/a，最大埋深 1900m，针对该铁矿规模大、埋藏深、地应力

高的特点，在地应力试验、岩石力学实验的结果基础上，进行矿体开采的三维数值模拟分析，寻找出具有

潜在动力灾害的区域，并在此区域预埋微震传感器，建立井下的微震监测系统，进行数值模拟和监测结果

综合分析，进而达到地压活动的预报，为安全生产提供依据。具体设计路线如同 1 所示。

图 1 矿山微震监测网络组建思路

3.1 矿山概况

该铁矿矿体属隐伏盲矿床，盖层厚度 404～1445m，矿体埋藏深度 404～1934m，赋矿标高-134～-1713m。

区内岩性较简单，岩石较完整，矿区揭露的主要地层为泥灰岩、石英岩、绿泥石英片岩、闪长玢岩、

绿泥石英片岩、赋矿石英岩，近地表风化作用强烈，下部的岩石完整而坚硬，岩石质量为好的至极好的，

岩体较完整到完整。

现场工程地质及补探调查

岩石取样及力学实验

微震监测系统

有限元数值模拟

优化

监测系统调试、运行及扩展

结果分析及地压预报

微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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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研单位提供的《地应力测量分析报告》研究的数据显示：

（1）矿区应力场以水平应力为主导，最大水平主应力与垂直主应力的比值均在 1.61 左右。与整个地

区的构造应力场相比，属于偏高水平；

（2）通过实测最大主应力方向为近 NEE 向，并在同一平面内，应力场没有大的突变现象；

（3）最大水平主应力、最小水平主应力和垂直主应力均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并成近似线性增长的

关系。另外从主应力差值为 7.54MPa，矿区岩体不稳定程度较大，容易产生岩石变形和破坏。

根据测算，矿区-960m 水平最大主应力 46.6MPa，-1200m 水平最大主应力 55.9MPa。

3.2 微震监测区域确定

设计选用竖井开拓方式，采用大直径深孔空场嗣后充填法开采，为了保持采矿区域的整体稳定性和考

虑采矿工程布置的需要，盘区之间沿最大主应力方向布置一定宽度的连续条形矿柱。上下两个中段同时开

采，中段高度 60m。

微震监测系统网络建立首先需要确定微震监测区域，而微震监测区域的选择需要考虑到开采过程中地

应力分布状况，为了寻找地应力分布规律，采用三维有限元数值模拟的方法（FLAC-3D 稳定性分析软件）对

矿体回采方式进行稳定性分析，寻找出地应力集中区域，为微震监测网络组建提供依据。

通过对矿床回采盘区进行建模、初始化、开挖等过程的模拟，分析其最大主应力、最大拉应力和塑性

区的变化特征。模拟岩石参数选取如下，按照水压致裂地应力测量试验选取初始应力条件，选定该宽度连

续间柱，定义开挖的范围，模拟结果如图 2~3 所示。

表 1 模拟材料物理力学参数选取

注：岩体力学参数按照 Hoek-Borwn 强度准则、Singh 公式及费辛科公式等方法进行折算后综合取得。

图 2 开挖结束后最大主应力区域云图 图 3 开挖结束后最大拉应力区域云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同时开采-960m 中段和-1200m 中段，导致空区周边的应力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1）

在空区的直接顶底板形成拉应力集中区，且顶板拉应力集中区比底板拉应力区大，其最大拉应力值为

1.5MPa；（2）矿体开采将使空区之间的连续矿柱主应力值发生变化，表现为上中段矿柱最大主应力减小，

而下段矿柱最大主应力值增大，其减小或增大的幅度达 9.1%，说明矿柱应力集中主要表现在下中段矿柱内。

分析得出微震监测重点区域为：开采过程中空区的顶底板和中段内留设的矿柱。

岩石类型 容重
体积模量

（GPa）

切变模量

（GPa）
内摩擦角

粘聚力 C

（MPa）

抗拉强度

（MPa）

抗压强度

（MPa）

抗剪强度

（MPa）

矿石 2.8 24.3 18.2 43 9.50 7.25 145.45 26.4

折减矿体参数 2.8 4.85 3.64 43 1.9 1.45 29.1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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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微震监测网络组建

根据上一节确定的监测区域，并考虑生产要求和经费预算，监测系统全面规划、分期建设，满足不同

时期的生产安全和全矿区监测的需要。初期以首采区段为监测对象建立监测系统，随后续矿床开采再进行

扩展。

该矿首采区域为-1200m 和-960m 中段北侧，传感器分别布置在-1200m 中段、-960m 中段和-900m 中段沿

脉巷道和穿脉巷道内，共设 4 台微震仪。其中-1200m 中段进、回风侧沿脉巷道内各布置 1 台微震仪，-960m

中段回风侧布置 1台微震仪，-900m 中段进风侧布置 1 台微震仪，每台微震仪均配 3 台单轴传感器和 1台三

轴传感器。使得所形成的微震监测网络覆盖上下两个中段回采的区域，具体布置如图 4 所示。

为了便于井下控制和系统后期扩展，井下微震监测控制中心布置在-1140m 中段，内安设控制器。为保

证-900m 中段和-960m 中段传输至-1140m 指挥中心信号不衰减，需要在副井-960m 马头门附近增加 1 台转发

器 QS。微震监测电缆沿巷道壁布设，经过管缆井下达至-1140m 指挥中心。

图 4 井下微震监测四个中段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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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微震监测系统网络建设图

4. 系统投资

根据微震监测网络布点，采用标准配置，预计总费用约 130 万元人民币。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不断优化微震监测网络，同时根据回采中段的变化，需要增设传感器，扩展

监测网络。对监测的微震信号进行特征分析，识别出微震信号发生的事件，记录微震事件发生的位置和频

率，通过对结果的综合分析，判断出有可能发生井下岩爆的区域，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保障矿床的

安全、高效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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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MELT 煤气余热回收及供风一体化装置的开发与研究

麻艺炜
1 徐迎超

1

(
1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43)

摘 要：HISMELT熔融还原炼铁技术是目前炼铁工艺中采用的一种新型技术，但其现行配套的烟罩余热回收技术较为落后，

导致能源转换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经济损失。通过对能源利用结构的分析，对HISMELT做出了以下改进：采用余热回收装置

提高对余热的利用率，通过汽轮机直接带动轴流鼓风机正常运行。以此减少轴流鼓风机对电能的消耗，从而实现节能减

排以及提高工艺技术运行经济性的目的。

关键词：HISMELT；DHRT；余热回收；供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TK115 文献标识码：B

1 概述

HISMELT 工艺是经过工业化生产检验最具代表性的熔融还原炼铁技术，基于使用矿粉和非焦煤粉的直接

熔炼技术开发。其工艺特点在于，将氧化和还原过程整合到一个反应器内进行，使得熔融还原炉内同时实

现铁矿粉的还原和二次燃烧反应供热。在冶炼高磷矿、钒钛磁铁矿以及用于钢厂固废粉尘处理过程中，可

以完全不采用焦炭也无需焦化和铁矿粉造块，具有原燃料适应性强、生产效率高、工艺流程简洁、操作灵

活以及低碳环保等特点，HISMELT 作为一种冶金行业采用的新型技术受到了广泛关注
[1]
。

HISMELT 直接熔融还原工艺技术基本原理是：在 1450℃高温条件下，碳素可以溶解到铁液中，溶解在

铁液中的碳素又能同炽热铁氧化物中的氧结合，生成铁元素和 CO。该工艺在摒弃了传统炼铁工艺长流程高

污染的冶炼方式的同时，也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污染物的生成，但其过高的工艺温度，也导致在冶炼过程中，

炉内排出的高温含尘烟气在过路入口处可达到 1650℃。

通过分析高温烟气的能源利用结构可以发现，目前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对该部分能源进行深化发掘。一

种是传统 BPRT 技术，核心是采用煤气透平机，直接回收烟气中的动能和热能；另一种是煤气余热回收及供

风一体化装置（DHRT）技术，通过采用余热锅炉系统和蒸汽透平机的组合，将高温烟气中的余热进行回收

利用。进行深入分析后，本文着重介绍新开发的 DHRT 技术在 HISEMLT 工艺中的应用。

2 主要研究过程

2.1 BPRT技术

BPRT(Blast Furnace Power Recovery Turbine)指的是煤气透平与电机同轴驱动的高炉鼓风能量回收

成套机组，可以带动鼓风机向高炉煤气送风并通过煤气透平机回收炉顶煤气的压力和热能，运行原理参见

作者简介：麻艺炜（1993- ），男，硕士研究生，手机号 18518675414，节能环保，myw122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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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1。该机组将高炉鼓风机和高炉煤气透平机串联在同一轴系上，充分利用高炉减压阀组浪费掉的煤气余

压余热能量，使其通过煤气透平机做功转化为机械能，并将此部分能量直接利用到高炉鼓风机中，避免了

能量转换中的损失，使驱动鼓风机的电机电流降低，从而实现节能的目的
[4]
。

图 1 BPRT 机组运行原理

2.1.1 国内技术现状

BPRT 技术在国内应用已较为成熟，其目的是为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单独驱动鼓风机在最大工况

下运行，不影响高炉的正常生产，高炉煤气通过高炉煤气余压透平发电装置（TRT，Blast Furnace Top Gas

Recovery Turbine Unit），当 TRT 转速达到变速离合器啮合的转速时，变速离合器自动啮合，此时 TRT 和

电动机共同驱动，电动机输出功率下降，以此达到节能目的
[5]
。

当整套装置正常运行时，高炉各种工况对鼓风机风量的不同需求主要通过鼓风机的静叶调节来实现，

不论任何情况，鼓风机组都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可以完全满足高炉正常运行的各种工况
[8]
。

2.1.2 方案实施情况及效果

BPRT 技术的是由多套配套系统协调组合而成的，主要包括全静叶可调轴流压缩机系统、能量回收透平

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大型阀门系统、液压伺服控制系统、润滑油系统、氮气密封系统、冷却水系统和

高低压发配电系统。该系统的主要优势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不需要电力部门审批与管理。

2）节省投资，减小占地面积。由于厂房和控制室也是共用一座建筑物，节省了一部分土建投资
[7]
。

3）透平回收效率更高。BPRT 技术优化了相互转换过程并降低了能耗损失，能够有效降低能量换过程中

的产生的不可逆损失，相较于 TRT 技术综合提高回收效率约 6%
[6]
。

2.2 DHRT技术

为了提高工艺技术流程中能源的利用效率，使得该工程符合国家对节能减排政策的要求，HISMELT 目前

广泛采用了烟罩余热回收技术。该技术主要采用的是常规余热回收手段，将 SRV 熔融还原炉生产过程中产

706706



生的烟气经余热锅炉系统产生余热蒸汽后，将蒸汽送入蒸汽轮机发电利用，能够有效降低炼铁工艺对外接

电能的消耗。但为 HISMELT 工艺供风的鼓风机则由较大的电机驱动，在能源转换以及并网供用电之间存在

着较大的经济损失。通过对能源利用结构的分析，可以采用煤气余热回收及供风一体化技术（DHRT，Directly

Thermal power Recovery Turbine）对该过程进行优化，即通过蒸汽透平将高温烟气余热热能直接转化为

机械能，并将机械能直接传给鼓风机，以此减少电能的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了该工艺的工程经

济性。

2.2.1 国内技术现状

在 DHRT 技术中，SRV 炉所配鼓风机一端通过离合器与蒸汽轮机连接，另一端通过齿轮箱与电动机连接，

在 SRV 炉初步启动时，由电动机拖带动风机，供给 SRV 炉所需空气，随着 SRV 炉温度的升高，经 SRV 炉余

热回收产生的合格蒸汽进入蒸汽轮机，从而达到蒸汽轮机和电动机共同驱动 SRV 炉鼓风机的目的。采用余

热锅炉系统作为 HISMELT 工艺技术配套设施具有以下三点优势
[3]
：

1)辅助后续的除尘设施，使炼钢烟尘排放达标；2)烟道式余热锅炉可以回收利用余热，将煤气再利用；

3)水耗较低。

2.2.2 改进方案

该装置主要包括蒸汽发生系统，汽轮机系统以及向 SRV 炉供风的鼓风机三部分，其中蒸汽发生系统由

给水装置、锅炉和 SRV 炉余热回收装置组成。蒸汽发生系统通过蒸汽管道与汽轮机相连接，蒸汽在汽轮机

系统内膨胀做功，将蒸汽携带的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汽轮机将机械能传递给鼓风机，驱动鼓风机运转，降

低鼓风机对电动机输出功率的依赖，从而降低电能消耗，实现高效节能的目的。该装置运行原理如图 2 所

示：

图 2 DHRT 机组运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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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附图标记说明：1-SRV 炉，2-高温煤气管道，3-SRV 炉烟道产汽汽包，4-SRV 炉余热回收装置，

5-锅炉产汽汽包，6-再热器，7-过热器，8-给水预热器，9-余热回收给水调节阀，10-给水装置，11-锅炉

给水调节阀，12-汽轮机系统，13-汽轮机主汽阀，14-汽轮机，15-高速离合器，16-鼓风机，17-变速箱，

18-电动机。

2.2.3 方案实施情况及效果

以下是对 DHRT 技术实施各环节的细节描述：锅炉中设置有再热器、过热器和给水预热器，给水预热器

入口端与给水装置的其中一条支路连通、出口端与过热器连通，过热器的蒸汽出口端就是煤气锅炉的蒸汽

出口端，给水预热器与过热器之间联通有锅炉产汽汽包。SRV 炉余热回收装置安装于 SRV 炉的高温煤气管道

上，给水装置的另一条支路提供的除氧水进入 SRV 炉余热回收装置，SRV 炉余热回收装置与再热器连通，再

热器的蒸汽出口端与锅炉的蒸汽出口端共同连通至汽轮机系统的蒸汽入口端。汽轮机系统主要包括汽轮机

和汽轮机主汽阀，汽轮机主汽阀用于调节进入汽轮机的蒸汽量，汽轮机将过热蒸汽的能量转化为机械能，

其动力输出端通过高速离合器输出饱和蒸汽，饱和蒸汽经过加热器加热生成过热蒸汽，过热蒸汽经过过热

器蒸汽出口端输出。

SRV 炉余热回收装置产生过热蒸汽的工作过程为：除氧水给水装置的另一条支路提供的除氧水进入 SRV

炉余热回收装置，SRV 炉余热回收装置回收利用高温煤气管道的热量，加热除氧水产生饱和蒸汽，产生的饱

和蒸汽以及尚未变成蒸汽的除氧水随后进入 SRV 炉烟道产汽汽包进行汽水分离，SRV 炉烟道产汽汽包输出饱

和蒸汽，饱和蒸汽经煤气锅炉的再热器加热达到煤气锅炉所产生的过热蒸汽的各项参数，得到符合参数要

求的过热蒸汽，再热器产生的合格过热蒸汽与煤气锅炉产生的过热蒸汽汇合后进入汽轮机系统。

在 SRV 炉初步启动时，由电动机带动鼓风机提供 SRV 炉运转所需的空气，随着 SRV 炉温度的升高，煤

气管道中的煤气温度升高，余热回收装置产生的过热蒸汽与煤气锅炉产生的过热蒸汽汇合后进入汽轮机系

统。过热蒸汽带动汽轮机转动，汽轮机达到高速离合器啮合的转速时，高速离合器自动啮合，汽轮机通过

高速离合器将蒸汽的能量传递给鼓风机，从而由汽轮机和电动机共同驱动鼓风机转动。该技术具有以下效

益及优点：

1)SRV 炉余热回收及供风一体化装置是将余热回收及与锅炉加热相结合，利用锅炉的加热将不稳定的饱

和蒸汽改善为合格的过热蒸汽，从而克服了目前余热回收的不稳定性缺陷，可以有效提高余热回收利用率。

2)本装置将余热回收产生的过热蒸汽与锅炉产生的过热蒸汽汇合，共同通入汽轮机系统中做功，汽轮

机系统驱动鼓风机转动向 SRV 炉供风，汽轮机系统具有双汽源，可以获得更高的输出转速。

3 研究成果

3.1 主要创新技术

本文提出 DHRT 技术针对高炉煤气中的余热进行回收，可以有效降低高炉系统电能消耗。相较于 BPRT

技术，利用 DHRT 技术可以在高炉煤气余热回收过程中减少供用电等环节，有效简化流程。与此同时，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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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顶部出现故障或炉顶煤气压力波动较大等情况时，就可以利用 DHRT 技术中的离合器设备将汽轮机系统和

鼓风机系统分开，此时打开 DHRT 机组中的减压阀组，将高炉中的残余能量进行有效的回收利用。通过计算

可以得到，采用 DHRT 机组的高炉相比于采用传统 TRT 机组的高炉节电 43.8%，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

和环保效益。

3.2 创新技术效益

3.2.1 经济效益

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根据“减量、再用、循环”的方针，采用余热回收技术回收钢厂富裕的低热值

副产煤气中大量的热能，使资源合理利用，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充分发挥其在生产过程中的能源转换功能，

实现电能的转换和热电转换效率的提高，减少能源浪费和大气污染
[9]
。通过利用富余的低热值副产煤气建设

自备电厂，可减少钢铁企业的外购能源量和降低全厂吨钢综合能耗，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结合加拿大

HISMELT 项目进行研究分析比较，通过软件对 DHRT 机组进行建模设计，由模拟计算结果可以分析得到采用

DHRT 技术带来的效益。

表 1 DHRT 机组主要设备参数

设备名称 参数 数值

轴流压缩机

转速 5909r/min

轴功率 10144kW

出口压力 0.45MPa

进气流量 2394m
3
/min

旋转方向 顺时针（进气侧观察）

进气压力 0.0909MPa

蒸汽透平

转速 3000r/min

进口压力 1.25MPa

流量 平均 16t/h

输出功率 5900kW

出口压力 1.2MPa

电动机

功率 13500kW

效率 96.8%

绝缘等级 F 级

电流 881A

额定转速 1488r/min

冷却方式 上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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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炉鼓风机及透平运行数据

时间

鼓风机 透平

电流

/A

电压

/kV

流量

/m
3 ▪min-1

出口压力

/MPa

出口压力

/MPa

进口压力

/MPa

流量

/t ▪h-1

0:00 360.1 10.5 2394 0.45 1.20 1.25 16.25

2:00 360.0 10.5 2390 0.45 1.20 1.25 16.25

4:00 375.2 10.5 2400 0.45 1.20 1.25 17.40

6:00 375.0 10.5 2400 0.45 1.20 1.25 17.40

8:00 369.8 10.5 2498 0.45 1.20 1.25 17.00

10:00 380.1 10.5 2580 0.45 1.20 1.25 18.21

12:00 379.2 10.5 2580 0.45 1.20 1.25 18.21

14:00 370.0 10.5 2498 0.45 1.20 1.25 17.00

16:00 360.3 10.5 2394 0.45 1.20 1.25 16.25

18:00 360.1 10.5 2394 0.45 1.20 1.25 16.25

20:00 380.0 10.5 2580 0.45 1.20 1.25 18.21

22:00 379.5 10.5 2580 0.45 1.20 1.25 18.21

平均 370.78 10.5 2474 0.45 1.2 1.25 17.22

表 3 BPRT 和 DHRT 机组节能效益

项目名称 参数 数值

BPRT 机组

电动机运行功率/kW 10125

工作率/ d ▪a-1
350

耗电/kW▪a-1
8.5X10

7

DHRT 机组

透平功率/kW 4435.2

工作率/ d ▪a-1
350

耗电/kW▪a-1
3.948X10

7

对同一型号的电机电压 U、功率因数 cosφ都是相同的，所以其功率只取决于电流的大小。一般来讲，

由电动机驱动高炉鼓风机的运行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 75% 左右。DHRT 机组运行后，高炉鼓风机电机平均运

行电流相比纯电力驱动时下降了 289.975A，节电率为 43.8%，使高炉鼓风机耗电低至至 38kW。BPRT 和 DHRT

机组节能效益如表 3 所示，电价以 0.5 元/kW 计算，每年可节约 2000 多万元，经济效益可观。

3.2.2 环保效益

改进后的 DHRT 机组转换的能量等可少传统 TRT 机组的发电量，同时消除 TRT 机组进行二次能源转换和

并网供用电中的能量损失。相较于传统 BPRT 机组，DHRT 机组节省的能量更能等量抵消对外在燃料的消耗需

求，对减少 CO2、SO2及烟尘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有更大的帮助。相较于 BPRT 机组，DHRT 机组改用蒸汽透平，

在余热回收和锅炉再热器双蒸汽管路供应蒸汽的工艺技术下，能够更好的应对高炉负荷波动导致的余热回

收不稳定性情况的出现。目前 DHRT 技术可以实现 CO2减排 143 万 t/a。此外，DHRT 机组的投运可以极大的

降低厂区噪声污染，对于改善工作区域的工作环境有极佳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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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成果未来发展

DHRT 机组具有煤气余热回收和鼓风机直接驱动两大功能优势，在冶金行业中具有极大的推广前景。在

降低高炉炼铁成本、次能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表现了极佳的经济效益，同时降低了高炉煤气再输配管网中的

流动噪声对环境的污染，对改善厂区工作环境有明显的作用。随着国家对重大技术设备国产化的大力支持，

拥有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提高炼铁质量及抗负荷波动影响等诸多优势的 DHRT 机组具有

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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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炉顶温精确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闫本领 宋少华 薛理政 贾国利 刘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迁安市 064400）

摘 要：在目前钢铁整个行业节能降耗、践行绿水青山的环保目标的要求下，目前二高炉的炉喉打水降温装置整体设计

能力偏低且雾化效果差，对炉顶设备和布袋除尘设备保护效果偏低，且不能满足降料面过程的需求，为降低成本压力，提高

社会责任，需对于炉顶打水装置控制系统进行重新开发和优化改造。通过使用单流体雾化喷嘴向高炉内喷射经过雾化的、颗

粒细小的水滴，与高温煤气结合后，迅速蒸发并且带走热量，实现高温煤气的快速高效降温，高炉正常生产时，对炉顶设备

和布袋除尘设备进行有效的保护，高炉大中修需降料面时，直接使用本控制系统进行降料面炉顶煤气喷雾降温，无需小修增

加打水装置，且该系统降温效果好，能够有效的降低或避免降料面的爆震。设计水量正常生产时，在最大煤气流量 50×

104Nm3/h，炉顶正常控制温度 100-250℃，故障最高温度短时 600℃，理论用水量为 100 吨／小时。降料面时，按温降 600℃

设计，需水量 160 吨／小时，考虑到汽化效率及安保系统必要的安全冗余，设计水量 200 吨／小时，水量是完全满足工艺要

求。

关键词： 顶温；雾化；控制；料面

0 引言

目前，股份公司二高炉炉顶自动打水装置，整体设计打水能力偏低且雾化效果差，遇高炉降料面必须

进行停风小修安装降料面打水管。高炉小修安装降料面打水管，一方面增加了降料面工作时间，降低了高

炉产能，使铁成本升高；另一方面安装的降料面打水管雾化、降温效果差，降料面期间总会引发多次爆震，

甚至造成烧出事故。为提高迁钢高炉降料面工作效率和安全性，促进降料面技术进步，拟对二高炉炉顶自

动打水装置进行优化改造。

二高炉的打水装置雾化效果偏差，打水量增多，过量的喷水易导致布袋除尘器布袋粘结，降低布袋的

使用寿命，且雾化喷头覆盖面积较小，喷射长度基本在 2m 左右，很难覆盖整个炉喉，降温效果差。喷头处

未安装防堵设备及设施，在炉内恶劣的环境内，易堵塞。整个控制系统自动化偏低，虽能达到均匀降低炉

顶温度的目的，但当在炉顶局部温度升高的情况下，不能自动实现定方向打水降温。整套打水系统设计水

量能力偏低，不能满足高炉降料面打水量的要求。目前股份公司高炉打水系列供水量 60t/h，根据实际降料

面的情况，小时最高需要打水量 160t/h。所以降料面前期，必须进行小修，安装炉顶临时打水管，增加打

水量，此项工作大约需要 4h，严重影响了降料面的进程。临时安装的打水管，雾化效果极差，打水量增多，

大量的水直接打在料面上，引起了水煤气反应，降料面期间总会引发多次爆震，易引起安全事故。

为了改变传统炉顶打水系统的诸多缺点，我们通过调研讨论，决定对二高炉炉顶打水系统进行设计优

化改造，在满足高炉日常生产需求的前提下，均能实现降料面的需求。其特点为高效雾化，快速降温，实

现全自动电脑控制系统，适应北方地域气候特点，配置防冻程序，适应高炉运行的专业性，既满足了高炉

正常生产降温的要求，也可以满足高炉降料面期间的降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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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顶温精确控制系统设计

针对目前的高炉顶温控制系统，要实现高炉顶温得得控制就要重新设计对煤气喷雾降温，利用国内“高

温防堵喷枪”替代以前的打水普通的打水喷头来实现降温控制系统。可根据煤气温度的高低进行自动喷雾

降温控制，适用于各种容积的高炉炉顶煤气降温或 TRT 后的煤气管道喷雾降温，对于保护高炉炉顶设备、

保护煤气布袋除尘器、煤气降温脱酸以及减少高炉煤气放散、保护环境都有着重要意义。该系统适应高炉

运行的专业性强，既满足了高炉正常生产降温的要求，也可以满足高炉降料面期间的降温需求。

在高炉日常生产中采用高炉煤气喷雾降温系统进行自动打水降温，该系统需要对现有炉顶打水系统进

行优化改造。高炉煤气喷雾降温系统由水路系统、PLC 控制系统、监控系统、高炉煤气喷嘴等组成。提高水

量满足 200t/h 的要求，控制系统能够实现每根喷枪的开关控。

1.1 高炉设计基础条件：

1.1.1 高炉煤气成分（%）

项目 CO2 CO O2 H2 N2

成份（％） 21 22 0.6 2.0 54.3

备注：1、高炉煤气含尘量：~20g/Nm3 2、以上煤气成分为设计假定值。

1.1.2 高炉炉顶煤气温度、压力、流量：

正常工作温度：100-250℃

故障最高温度：短时 600℃；

煤气发生量：正常 50×104 Nm3/h；

煤气压力：煤气压力正常波动值 0.2~0.25MPa；

1.1.3 高炉有效容积：2650m³；高炉炉喉直径：8.5m

1.1.4 现场提高提供喷雾介质和氮气气源：

工业循环水（0.00 米平台水管路压力 1.8MPa，水量≥300 吨/小时）。

氮气气源压力 0.6MPa，最大瞬时流量 50m3/h（标态），间歇式供应；

1.1.5 规定安装位置：

分流柜安装位置由现场点检指定安装；

炉顶喷雾喷枪安装于高炉炉喉，标高 42m。

1.2、根据现场提供的 2650m3 高炉设计基础条件，为顶温控制系统开发提供高炉炉顶煤气喷雾冷却装置具

备以下性能指标：

1.2.1 降温参数：

指标 参数 备注

降温能力 600℃ 从故障温度降至正常温度的温度差

用水流量 200×103Kg/h 最大水量满足高炉降料线时的喷雾量要求

喷雾压力 1.0mp-1.3 mp

喷雾粒径 D32≤200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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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标 保持高炉重力除尘器出口温度在≤250℃（炉顶四点平均温度≤300℃）

1.2.2 喷嘴吹扫：

喷射压力： 1.0MPa～1.3MPa

吹扫时间： 3～5 sec

吹扫周期: 8~24 h(可调)

设计目标: 各喷嘴未工作时周期性依次自动强制吹扫,保持喷嘴及管道畅通

1.2.3 喷嘴非工作状态下，密封性好，不向炉内滴水。

1.3、喷雾降温装置主要性能参数控制过程

1.3.1 喷雾系统煤气温度控制信号：上升管煤气平均温度由高炉本体 PLC 柜输出 1 路经转换、隔离的

4-20mA 信号（对应温度范围 0~1000℃）给喷雾控制柜，对应上升管四点平均温度 Te。

1.3.2 控制温度 Te ≥300℃开始炉喉喷雾, 控制温度 Te≤250℃则停止喷雾，以控制进布袋煤气温度≤

250℃(可调)。

1.3.3 能够实现每根喷枪的开关控制，一般情况下喷雾系统启喷时，采用五喷枪模式（圆周方向间隔均

布）（即 Te 大于 280℃），计算机根据上升管煤气温度自动增、减喷雾喷枪的数量以调整喷雾量。特

殊情况下，可打入手动状态，实现每根喷枪的单独操控。

1.3.4 各喷嘴每隔 8～24 小时（吹扫周期可以设定调整）依次吹扫一次，每次每个喷枪吹扫 3～5 秒（根

据高炉实际炉况进行调整）。

1.3.5 喷雾系统每日自动进行电气设备及喷枪点检，如出现喷嘴堵塞或设备故障将显示堵塞的喷枪位置

或故障设备位置，并提示报警。计算机将会调整喷雾模式，弥补该喷枪堵塞后的喷雾量。

1.4 顶温控制系统采用西门子 S7-1200 PLC 控制，编制以下程序

1.4.1 对喷雾冷却装置控制程序组态、调试；

1.4.2 高炉炉顶喷雾降温全自动控制程序；

1.4.3 高炉炉顶喷雾降温手动控制程序；

1.4.4 炉顶喷嘴自动吹扫控制程序。

1.4.5 PLC 控制系统构成及控制方式

1.4.6 控制系统构成：

喷雾控制系统受高炉主 PLC（高炉值班室）的上位机的控制，高炉主 PLC 可采集、显示及控制喷雾装置。

本系统采用远程上位监控操作与控制柜本地操作两种操作模式，操作权限选择在中控楼操作台值班主控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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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系统的实现

高炉顶温控制系统喷嘴采用具有可伸缩性，在喷雾时，喷嘴伸出，喷雾完毕，喷嘴缩回，隐蔽于

喷枪内，采用防堵的喷嘴，以防止喷嘴外部堵塞。二高炉使用 10 个喷嘴，满足于生产水量的要求，且

能够保持小粒径水雾冷却煤气。高炉打水冷却系统由计算机控制，根据不同煤气温度选择不同的喷雾工

作模式以喷出不同的水量，使喷雾量与降温要求相吻合，降低打水量，提高打水降温效果，延长高炉炉

顶设备、煤气布袋的使用周期，降低高炉煤气的放散率。

2.1 控制系统实现的指标

2.1.1 雾化喷枪单枪打水量＞20 t/h，总打水量不低于 200t/h。

2.1.2、喷枪全开状态下扇形面角度 120°~130°，喷射长度 4~5 米。

2.1.3、单枪管路截门关闭工作状态下，喷枪密封性能良好，既不向炉内漏水，也不向炉外泄漏煤气，

满足停喷和临时更换高炉附件需求。

2.1.4、系统 PLC 控制可实现每根喷枪的单独开关控制。

2.1.5、系统 PLC 控制可实现全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

2.1.6、系统喷雾量能随炉顶煤气温度同步变化：温度升高、喷雾量增大；温度降低，喷雾量减少。

2.1.7、系统能够自动进行电气设备及喷枪的点检，出现故障及时报警并提示故障点位置。

2.2 改造后效果分析

技术指标：

现实实际指标：

不能自动实现定方向打水降温。降料面打水时雾化效果差

项目实施后要达到指标：

本次设计使用 10 个喷嘴、并对于管路进行改造，打水量能够达到 200t/h，并能够满足降料面需求。

喷雾降温系统的 PLC 控制能够实现每点根喷枪的开关控制。

自动伸缩高温防堵喷枪单枪最大打水量能达到 20t/h, 使用寿命不低于一年。喷枪雾化水滴≤200µm，

扇形面角度不低于 120°，喷射长度不小于 3米。

2.2.1 调试并投入生产运行。系统工艺流程及自动运行界面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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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艺流程及自动运行界面

2.2.2 系统手动操作界面见图 2。

图 2： 手动操作界面

2.2.3 系统故障报警界面见图 3。

图 3： 故障报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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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经二高炉降料面期间和日常生产炉顶温度控制的实践检验，二高炉炉顶温度精确控制技术应用

情况良好，达到预期目标。

3 顶温精确控制系统的应用

3.1 降料面期间炉顶温度控制

2018 年 7 月 30 日二高炉开始降料面，炉顶温度精确控制技术正式投入使用，至 31 日降料面结束共打

水 1941 吨。本次降料面高压阶段每万立风量耗水量为 5.658t/万立，比一高炉 5 月份的 6.278 t/万立要低，

且降顶温效果明显，顶温稳定性好，全程未发生爆震现象。见图 4~6。

图 4： 降料面操作画面（2018-7-30 白班）

图 5： 降料面操作画面（2018-7-30 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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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降料面操作画面（2018-7-31 夜班）

3.2、降料面期间瞬时最大打水量约 145t/h（设计值 200 t/h），开启雾化喷枪 7根，平均每根喷枪打水约

20.7145t/h，表明系统设计打水能力充足，能够满足降料面期间打水降温需求。见图 7。

图 7： 降料面期间瞬时最大打水量

3.3 日常生产炉顶温度控制

日常生产期间，系统设置自动运行模式，打水温度参数设置：温度上限 280℃，温度下限 270℃，即

炉顶温度高于 280℃自动开启喷水降温，低于 270℃自动停喷。

3.4、2018 年 10 月 22 日 15:26:56，二高炉炉顶温度 274℃，15:27:18 炉顶温度上升至 283℃，系统自动开

启单系列喷水降温，水量由 23.1t/h 逐步增加至 95.5t/h，15:28:05 炉顶温度降低至 268℃，系统自动停喷，

总计喷水量 0.9t。

4 结论

该系统适应高炉运行的专业性强，既满足了高炉正常生产降温的要求，也可以满足高炉降料面期间的

降温需求,降低高炉煤气的放散率。二高炉炉顶温度精确控制技术，系统喷雾打水均匀，雾化效果好，降料

面过程中基本消除了爆震，保证安全快速停炉的需要；减少了从炉顶安装临时打水管的项目，为高炉节约

降料面时间 4-6 小时。二高炉每日铁产量约 6200t，每次小修损失铁产量约 2400t，按吨铁固定费用 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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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吨铁利润 500 元计算，则二高炉炉顶温度精确控制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每次降料面时将创造经济效益：

（80+500）×2400=139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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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炉缸浇注出铁喷溅治理技术研究

贾国利 1；郑敬先 1；杨晓婷 1；赵满祥 1；张勇 2 ;段伟斌 1宋少华 1芦文凯 1

1).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首钢技术研究院

摘要：首钢股份 1 号高炉 2004 年 10 月 8 日投产，炉缸侧壁采用高导热压小块炭砖结合强化冷却的“传热

法”炉缸结构，炉底部位采用陶瓷垫结合微孔炭砖及高导热炭砖的综合炉底结构，旨在高炉运行后能够把

1150℃侵蚀线推离炭砖热面，形成自保护的渣铁壳以实现炉缸炉底的长寿。高炉运行过程中炉缸侧壁局部

出现异常侵蚀，需要阶段性加钛护炉，影响了高炉技经指标特别是高炉强化冶炼，并存在安全隐患。2019

年 6 月公司结合阶段性环保限产安排对 1 号高炉炉缸进行了浇注修复，本项目通过对保护性凉炉技术、浇

注烘烤技术、铁口孔道修复技术和炉皮排水技术的研究应用，解决了高炉开炉后的出铁喷溅问题；并有效

保护了炉缸残存炭砖的性能，从而为实现高炉长寿提供了技术支撑作用。

关键词：凉炉；出铁喷溅；浇注；高炉

1 前言

首钢股份 1 号高炉有效容积为 2650m
3
高炉，2004 年 10 月 8 日投产，炉缸侧壁采用高导热压小块炭砖结

合强化冷却的“传热法”炉缸结构，炉底部位采用陶瓷垫结合微孔炭砖及高导热炭砖的综合炉底结构，旨

在高炉运行后能够把 1150℃侵蚀线推离炭砖热面，形成自保护的渣铁壳以实现炉缸炉底的长寿，炉缸结构

见图 1。

图 1 首钢股份炉缸结构示意图

首钢股份 1 号高炉设计系数为 2.365t/（m
3
.d），开炉后高炉进行了强化冶炼，2005—2009 年高炉利用

系数等指标见表 1。伴随着高炉强化冶炼，1号高炉炉缸侧壁出现了局部冷却壁水温差和热电偶温度升高的

问题，经过对冷却壁水温差和热电偶温度升高的分析，认为高炉炉缸局部出现了异常侵蚀，安全生产存在

隐患，高炉被迫长期加钛护炉措施，严重影响了高炉技经指标强化特别是高炉利用系数提升，根据以上情

况，股份公司结合阶段性环保限产安排，2019 年对 1号高炉炉缸进行浇注修复。

表 1 1 号高炉 2005—2009 年冶炼指标表

1 号高炉已运行接近一代炉龄 15 年，如何有效地保护好残存碳砖功能的条件下进行炉缸快速冷却，如

何快速有效排除浇注料和凉炉过程中的水，解决好开炉出铁喷溅问题，是本项目两方面的研究内容。

2 采用氮气和水综合凉炉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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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焦化厂进行焦炭降温冷却的技术方法，采用氮气和水综合冷却炉缸。氮气通入高炉后，内部压力

高于外部，减少空气进入同时快速熄灭焦炭，降低了焦炭的燃烧量，同时达到保护炉缸残存炭砖被氧化的

几率；利用水的良好冷却降低效果进行快速降温。

2.1 凉炉装置设置安装

2.1.1 铁口氮气凉炉装置

铁口孔道用Ф70mm 的钻头，钻透南、东、北 3个铁口至最大深度 3.8m 深度，分别埋入 3 根直径Ф50mm

长 6m 无缝钢管，从平台氮气包引出氮气，通过 3 根铁口凉炉氮气管，用金属软管与炉前氮气管路连接，其

上连接准备好的 DN50 氮气流量表 3块，向炉内通入氮气。

2.1.2 风口氮气凉炉装置

将喷煤枪连接并固定好，用水炮泥在风口前端进行密封，通过喷煤枪向炉内喷吹氮气，用氮气冷却风

口前的死料堆焦炭。

2.1.3 炉内打水装置

采用炉顶打水喷头向炉内打水凉炉，风口平台准备 4 根手动打水管。

2.1.4 测温热电偶布置

在风口处安装 2 支热电偶，1 支热电偶直抵死料堆中心以测量死料堆温度，另 1支热电偶置于风口下沿

以测量风口流水温度；在南铁口插入 1 支热电偶以测量炉料降温情况，热电偶温度值引入值班室电脑中。

2.2 凉炉过程情况

2.2.1 炉内通入氮气情况

1 号高炉 6 月 27 日 17:25 南、东、北三个铁口通氮气凉炉，流量分别为 160m
3
/h、120m

3
/h、100m

3
/h；

17:40 分 30 支喷枪喷吹氮气凉炉，流量 1300m
3
/h。18:00 三个铁口氮气量分别提至最大 300m

3
/h（压力约

8kg/cm
2
)，之后逐步提高风口氮气量， 22:00 喷枪氮气量达到上限 4400m

3
/h ；6 月 30 日 7:30 插入炉内的

热电偶温度下降至 60℃后，停三个铁口氮气，7:45 停风口氮气，捅开风口，9:50 开铁口氮气，采用铁口通

氮气加上打水的方法继续凉炉。本次凉炉消耗氮气量为 340419m
3
，其中从铁口通入的氮气为 74139 m

3
，从

风口通入的氮气量为 266280 m
3
。

2.2.2 炉内打水情况

6 月 28 日 6:30 炉内开始间断性打水，由于炉内料面中间高边缘低，打水量多汇集在边缘位置，为保护

炉缸侧壁炭砖控制打水进程，同时在风口平台接 4 根打水管，向中心堆尖处打水，以加快凉炉进程。6 月

28 日 18:17 南炉门见水， 6月 29 日 18:40 东炉门见水，19:00 北炉门见水，19:32 残铁眼见水并喷蒸汽。

累计打水量为 769.2 吨，其中用炉顶打水系统打水量为 674.2 t，从风口处手动打水 95 t。

2.2.3 热电偶测温情况

本次凉炉在风口安装 2支热电偶，其中 TE3320 点热电偶出风口 3米直抵死料堆中心测量死料堆温度，

TE3281 点热电偶出风口 0.7 米置于风口区下沿以测量风口出水温度；6月 28 日 18:17 南铁口见水后加一支

热电偶测量出水温度，19:32 残铁眼见水并喷蒸汽，在残铁眼处增加 1 支热电偶，以测量出水温度，具体温

度趋势见下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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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TE3281 点热电偶温度变化图 图 3 TE3320 点热电偶温度变化图

图 4 南铁口出水温度变化图 图 5 残铁眼出水温度和煤气变化图

2.3 凉炉结束标准

本次凉炉结束时，南铁口出水温度 35℃，残铁口出水温度 103℃，煤气达到规定要求。

3 烘烤技术研究

高炉炉缸浇注后，在烘烤工序进行了以下的研究，以有效的排除浇注料的水。

3.1 改进装置烘烤方式

增加底部盖板和中心导管，提高烘烤的效果，建立仿真模型，有关情况见图 7—8。

图 6 烘烤装置安装图 图 7 烘烤仿真模型图

3.2 烘烤制度

结合炉缸浇注料及炉体情况，制定了烘炉制度曲线，具体如图 9所示。

图8 80小时烘烤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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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炉皮增设排水孔技术

在炉缸下部 8 个方向均匀设置 8 个排水孔（设有截门），用软管统一引到安全开阔地方。该排水孔在烘

炉时常开，开炉后定期排水，图片有关见图 10 一 11。

图 9 排水管设置图 图 10 排水管汇集图

5 开炉运行情况

5.1 开炉强化及监测热电偶温度情况

1号高炉8月1日送风开炉，开炉50小时焦炭负荷即达到4.0，52小时高炉全风，日生铁产量达到6100t/d，

到 8 月 15 日生铁产量达到 6400t/d 以上，焦炭负荷 5.08，产量和负荷时间推移变化如图 12 所示。同时炉

缸二段标高 8.1 米热电偶温度最高 136℃，炉缸二段冷却壁水温差最高为 0.2℃水平。

图 11 产量和负荷时间推移变化如图

5.2 开炉出铁喷溅情况

前期通过优化凉炉冷却和改进烘炉技术，对炉内水的控制和排除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烘炉的热风临

近温度为 450℃，炉缸浇注料的最大厚度超过 1.5 米，炉缸残余水势必要在高炉投入炉缸温度上升后逐步排

除，开炉前期共排水 14.84 吨，过程中对每个排水孔进行定期跟踪和控制，具体见表 3。

烘炉过程中取气监测水的情况如表 2 所示。

高炉取气湿度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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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炉开炉炉皮管排水情况表

排水孔的设置和有效管控，解决了炉缸残余水的排除路由问题，本次 1 号高炉开炉铁口不喷溅，铁水

直接进鱼雷罐，走水冲渣。

图 12 2 号高炉开炉是铁口喷溅 图 13 1 号高炉开炉时铁口未喷溅

6 结语

6.1 首钢股份 1号高炉通过对凉炉技术、烘炉技术和设置炉皮开孔等方面进行研究攻关，解决了高炉炉缸

浇注修复开炉前期的铁口喷溅、风口中缸渗水等问题，保证了出铁生产安全，大大减轻了炉前工作量。

6.2 首钢股份 1 号高炉 8 月 1 日开炉， 8 月 15 日生铁产量达到 6400t/d 以上；同时炉缸二段标热电偶温

度冷却壁水温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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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肥煤配比对顶装和捣固焦性能的影响

马 超
1,2

李东涛
1,2

赵 鹏
1,2

郭德英
1,2

刘 洋
1,2

徐荣广
1,2

（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钢铁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43

2.绿色可循环钢铁流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3）

摘 要：为了解顶装焦和捣固焦在性能指标上的差异，利用 300kg 试验焦炉研究了不同焦肥煤配比对顶装焦和捣固焦性能的

影响规律。研究发现：（1）焦肥煤配比由 30%提高到 60%，捣固炼焦可以改善焦炭冷热强度，且改善作用逐渐减弱；焦炭镶嵌

结构体积分数逐渐升高，而同性结构体积分数逐渐降低；焦炭平均孔径逐渐升高，气孔率逐渐降低。（2）焦炭的反应后强度

随镶嵌结构体积分数的增呈现而升高趋势，而反应性随各向同性总和ΣISO 体积分数的升高而升高。（3）相同配煤结构情况

下，捣固焦平均孔径偏低，气孔壁厚度增加，气孔率低约 20%。

关键词：捣固炼焦；光学组织；孔隙结构；气孔率

中图分类号：TF526.1 文献标志码：A

随着我国优质炼焦煤资源日趋紧张，捣固炼焦工艺由于具有加宽原料选择范围、改善焦炭强度指标的

优点，在我国逐步得到广泛应用
[1-2]

。目前首钢使用捣固焦炭的高炉较多，如长钢、通钢等，迁钢近几年来

也开始采购一定比例的捣固焦以应对焦炭产量的不足。由于捣固焦的生产厂家众多，每月外购的捣固焦也

不尽相同，因此焦炭质量也参差不齐，波动较大。即使指标相近的捣固焦，它们在性能方面也存在较大差

异，造成高炉炉况波动较大，严重影响生产
[3-4]

。捣固焦中焦肥煤配比达到 30%以上进行炼焦时，即可得到

抗碎强度 M40超过 86%，反应后强度 CSR 超过 67%的焦炭指标，但应用在大高炉后路况常出现波动；而当焦肥

煤配比达到 50%以上时，焦炭强度仅略有改善，但在高炉中应效果较好。

为了科学评价捣固焦和顶装焦在性能指标上的差异，利用 300kg 试验焦炉开展了不同配煤质量情况下

捣固炼焦工艺对焦炭性能的影响试验。通过改变配煤方案中焦肥煤的配比，系统研究捣固炼焦对焦炭强度

指标的影响规律，以及通过对微观岩相及孔隙结构的检测分析，对顶装焦和捣固焦性能的差异给出合理的

解释。

1 试验条件

1.1 试验用煤

试验所用 5 种煤样取自首钢京唐焦化厂，煤质指标及工业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1 试验用煤煤质及工业分析

Tab.1 Quality and industrial analysis of test coal

煤种 Ad,% Vd,% St,d,% Y/mm G,% B,%

焦煤 10.23 19.37 0.92 16.5 87 48

肥煤 9.67 22.17 1.20 22 95 143

1/3 焦煤 7.96 30.27 0.23 16 84 38

气煤 8.23 34.75 0.52 11 79 仅收缩

瘦煤 10.01 13.84 0.90 6.5 16 仅收缩

1.2 试验方案

本次试验共进行 4 组方案，具体配煤方案如表 2 所示，300 kg 试验焦炉运行参数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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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捣固和顶装炼焦试验配煤方案，%

Tab.2 Coal blending scheme of stamping and top-charging coking test

煤种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焦煤 30 25 20 15

肥煤 30 25 20 15

1/3 焦煤 20 20 30 30

气煤 10 20 20 30

瘦煤 10 10 10 10

从方案 1 至方案 4，配煤结构组成中焦煤+肥煤的比例由 60%降低至 30%，适当增加了资源较丰富的 1/3

焦煤和气煤比例，瘦煤比例保持不变。

表3 捣固和顶装炼焦试验具体参数

Tab.3 Specific test parameters of stamping and top-charging coking test scheme

1.3 试验设备

1.3.1 300kg试验焦炉

本次选用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研制的 300kg 试验焦炉进行炼焦试验。焦炉主体结构包括：炉体、

装煤和推焦部分、拦焦小车、干湿熄焦部分。加热方式采用电加热，加热装置功率 180kw，加热元件为 12

根硅碳棒，分别置于焦炉两侧。焦炉炭化室宽度 450mm，有效容积 1000mm*1000mm*400mm，试验过程加热最

高温度 1060℃。可进行顶装或捣固侧装两种装煤操作方式，炽热焦炭可采用湿熄或干熄两种方式熄焦。

1.3.2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测定

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的测定装置采用鞍山市科翔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研制的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测

定仪，测定方法按照 GB/T 4000-2017 进行，见图 1。首先按照 YB/T 4494 将焦炭制成 23~25mm 的近似球形

颗粒。将制好的焦炭放入烘箱中，在 170-180℃温度下干燥 2 小时。称取（200±2）g 焦炭放入反应管，在

温度达到 1100℃前通 N2保护，待温度达到 1100 ℃之后转换为 CO2，流量为 5 L·min-1，反应两小时后在氮气

气氛保护下冷却到室温，称量反应后试样质量，以焦炭质量损失的百分数表示反应性 CRI。将反应后试样放

入转鼓中在 30min 内转 600 转，取出称量，以大于 10mm 粒级的焦炭质量占反应后焦炭质量的百分数表示焦

炭反应后强度
[5]
。

试验参数 1顶装 1捣固 2顶装 2捣固 3 顶装 3 捣固 4顶装 4捣固

装煤方式 顶装 捣固 顶装 捣固 顶装 捣固 顶装 捣固

水分，% 10

细度，% 88.2 88.2 87.8 87.8 88.8 88.8 87.54 87.54

装煤干基量，kg 300 449 300 447 300 450 300 451

装炉煤干基密度，t·m-3 0.75 1.044 0.75 1.040 0.75 1.046 0.75 1.048

熄焦方式 湿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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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测定仪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rawing of coke reactivity and strength after reaction tester

1.3.3焦炭气孔率及光学组织测定

焦炭气孔率、孔径分布以及光学组织的测定装置采用德国 Leica DMRXE 型号光学显微镜和 MCA

Smartscope 全自动煤岩分析系统相结合。（1）气孔率和孔径分布。取代表性 10 块焦炭试样切割成界面边长

为 3-4 cm 的正方形，进行粗磨、细磨以及抛光处理后在 50 倍显微镜下观察。（2）光学组织体积分数。光

片按照 GB/T16773-2008 中所述方法制备，将粉煤光片置入偏光显微镜下，用数点法统计显微组分和矿物所

占的比例，每个样品有效测定点在 500 个以上。

2 试验结果

2.1 焦炭成分分析

各方案焦炭试样的工业分析和灰组成分析分别见表 4 和表 5。对比分析表 4 和表 5 可以看出，使用相同

的配煤方案炼焦，捣固焦的灰分总体上略高于顶装焦，且随着焦肥煤比例的降低，二者灰分的差距逐渐增

大。

表4 捣固焦和顶装焦工业分析

Tab.4 Industrial analysis of stamping coke and top-charging coke

方案名称 Ad，% Vd，% St,d，%

1-顶装 12.44 1.95 0.79

1-捣固 12.37 1.72 0.80

2-顶装 12.48 1.85 0.79

2-捣固 12.51 1.62 0.77

3-顶装 12.55 1.91 0.73

3-捣固 12.68 1.79 0.72

4-顶装 12.56 1.71 0.68

4-捣固 12.83 1.7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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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捣固焦和顶装焦灰组成分析，%

Tab.5 Industrial analysis of stamping coke and top-charging coke

试样名称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MnO P2O5 TiO2 K2O Na2O ZnO

1-顶装 44.68 44.58 2.01 1.91 1.49 0.034 0.42 0.78 0.40 1.35 0.023

1-捣固 45.06 44.38 2.27 1.94 1.44 0.042 0.49 0.85 0.37 1.19 0.026

2-顶装 44.56 44.21 2.39 2.41 1.75 0.042 0.50 0.86 0.40 1.17 0.020

2-捣固 44.11 44.52 2.21 2.04 1.81 0.039 0.46 0.79 0.36 1.15 0.016

3-顶装 43.32 44.01 2.28 2.40 1.79 0.039 0.60 0.86 0.32 1.03 0.009

3-捣固 42.98 44.46 2.36 2.37 1.87 0.048 0.57 0.81 0.29 1.10 0.009

4-顶装 42.61 44.48 2.17 2.63 1.87 0.030 0.61 0.86 0.28 1.18 0.010

4-捣固 42.49 44.54 2.82 2.87 1.94 0.038 0.60 0.96 0.28 1.08 0.012

2.2 焦肥煤配比对捣固和顶装焦炭强度的影响

不同焦肥煤配比情况下各方案所炼制捣固和顶装焦炭的冷强度和热强度对比曲线图见图 2。随着焦煤和

肥煤比例的升高，焦炭抗碎强度 M40和反应后强度 CSR 升高，反应性 CRI 降低，而耐磨强度 M10方面，捣固焦

基本保持稳定，仅顶装焦呈现降低的趋势。

（a）抗碎强度 M40 （b）耐磨强度 M10

（c）反应性 CRI （d）反应后强度 CSR

图2 各方案捣固焦和顶装焦强度对比曲线图

Fig.2 Comparison chart of the strength of stamping coke and top-charging coke

通过比较相同配煤方案所炼制的两种焦炭的各项指标发现：冷强度方面，捣固焦的 M40略高于顶装焦，

M10较稳定保持在 6.5%以下，且随焦肥煤配比的提高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说明捣固对 M40指标的提升作用

不明显，但是对 M10有明显的改善。这是由于捣固装煤可以使煤料更紧密的接触，缩小煤颗粒之间的间隙，

使有限的胶质体最大效率地填充其间，从而使捣固焦颗粒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 M10得到改善
[6]
。而抗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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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M40还与焦炭内部的裂纹有关，捣固焦虽然结构更加致密，但是捣固焦炉中装炉煤由于堆密度较高．煤

粒间空隙小而少，炼焦过程中煤料分解的煤气从煤料内部外析时的阻力比顶装焦炉大。因此，装炉煤料内

部压力较大，使焦饼产生裂纹的阻力也大，裂纹量也相对较多，在焦炭转运的过程中受到摔打更容易从裂

纹部位发生断裂，导致 M40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

热强度方面，各方案的捣固焦反应性指数 CRI 均低于顶装焦，反应后强度 CSR 都高于顶装焦。说明捣

固装煤炼焦对焦炭冷强度和热强度指数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焦炭热性能指标与焦炭和 CO2的反应程度有

关，随着焦肥煤配比的提高，顶装焦与捣固焦 CRI 和 CSR 指标上的差距逐渐缩小。而焦炭的反应能力主要

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气孔壁基质结构和气孔结构。因此，对各方案焦炭的光学组织体积分数以及气孔

率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2.3 焦肥煤配比对顶装和捣固焦光学组织体积分数的影响

焦炭与 CO2反应过程中，各光学组织有不同的反应程度，各光学组织的反应性大小顺序为：各向同性＞

破片结构＞细粒镶嵌＞中粒镶嵌＞粗粒镶嵌＞片状结构＞纤维结构。表 6 为捣固焦试验各方案焦炭光学组

织体积分数分析结果，其中镶嵌结构包括细粒、中粒和粗粒镶嵌，各向同性总和ΣISO 包括各向同性和破片

结构。

对光学组织体积分数计算分析发现，使用相同配煤方案分别采用捣固与顶装炼焦得到的焦炭光学组织

中，两种焦炭镶嵌结构总和及ΣISO 体积分数的差异很小，说明装煤方式对两个指标的影响不大，关键取决

于配合煤的性质
[7-8]

。

表6 捣固和顶装炼焦试验各方案焦炭光学组织体积分数，%

Tab.6 Optical structure content of stamping and top-charging coke in each scheme of coking test

类型 镶嵌结构总和 ΣISO

1-顶装 69.77 29.45

1-捣固 68.65 30.85

2-顶装 58.2 39.03

2-捣固 60.68 36.68

3-顶装 59.6 39.38

3-捣固 56.41 42.05

4-顶装 54.11 43.89

4-捣固 51.98 46.29

图 3 显示了焦炭光学组织体积分数与焦肥煤配比的关系。随着焦肥煤配比的提高，无论顶装焦还是捣

固焦，各方案焦炭的镶嵌结构体积分数逐渐升高，而同性结构ΣISO 体积分数逐渐降低。根据焦炭光学组织

形成的特点，胶质体流动度高的高挥发分煤以及中挥发分强粘结煤在炼焦过程中有利于镶嵌结构的形成，

而胶质体流动度低的高挥发分煤在炼焦过程中更容易形成同性结构。因此，配煤方案中焦肥煤配比越高，

其焦炭内所含镶嵌结构体积分数越高，而镶嵌结构体积分数与焦炭的强度也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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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焦炭光学组织与焦肥煤配比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coke optical structure and ratio of coking coal and fat coal

图 4 为各方案焦炭中光学组织与热性能的关系。由图 4 可知，焦炭的反应后强度 CSR 与镶嵌结构体积

分数相关，随着镶嵌结构体积分数的升高，焦炭 CSR 呈升高趋势；焦炭的反应性 CRI 与同性组分ΣISO 体积

分数相关，焦炭 CRI 随同性组分ΣISO 体积分数的增加逐渐升高。由于镶嵌结构的随机分布性，焦炭在机械

冲击和热应力的作用下，产生的裂纹沿着层片要迂回发展，可以缓解裂纹发展和热应力膨胀。因此，镶嵌

结构体积分数高的焦炭，其热强度也高。同性结构碳分子无序排列，随机定向，表面活性碳原子多，各方

向均易吸附 CO2进行反应，故同性组分ΣISO 体积分数高的焦炭，其反应速率较快
[9]
。

（a）CSR 与镶嵌结构体积分数的关系 （b）CRI 与同性结构体积分数的关系

图4 各方案焦炭中镶嵌结构和同性结构与热性能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mosaic structure, isotropic structure and thermal properties in each scheme

将光学组织体积分数与冷热强度指标综合分析，方案 1（焦肥煤配比 60%）顶装焦（M40：85.24 和 CSR：

61.2）和方案 3（焦肥煤配比 40%）捣固焦（M40：83.62 和 CSR：60.3）在指标上相差不大，但是方案 3 焦

肥煤比例与方案 1相比低了 20%。方案 3 捣固焦的镶嵌结构体积分数在 56.41 %，而方案 1 顶装焦中其体积

分数达到 68.65%，捣固焦的镶嵌结构体积分数比顶装焦低 12.64%。由于方案 3捣固焦镶嵌结构体积分数较

低，抑制裂纹发展以及缓解热膨胀的能力更差，捣固焦比顶装焦更容易产生内部裂纹而造成破碎粉化，从

而造成强度的下降。

2.4 焦肥煤配比对顶装和捣固焦孔隙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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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是一种多孔体，其孔隙结构参数包括孔径、气孔壁厚度以及孔隙率。原料煤的性质、装炉堆密度、

装炉方式等对焦炭气孔结构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图 5 显示出焦炭孔隙结构参数与焦肥煤配比的关系。随着焦肥煤配比从 30%提高到 60 %的过程中，捣

固焦和顶装焦的平均孔径逐渐降低，气孔壁厚度逐渐升高，气孔率呈降低的趋势。不同类型煤在软化时的

塑性状态对气孔影响最大。高挥发分煤胶质体流动性差，易分解膨胀度低，焦炭有更多的大孔且气孔壁较

薄；强粘结煤形成的焦炭孔径较小且气孔壁较厚。而捣固焦与顶装焦相比，增加装煤堆密度后平均孔径偏

低，气孔壁厚度增加，气孔率低约 20%。

（a）平均孔径和平均壁厚 （b）气孔率

图5 焦炭孔隙结构参数与焦肥煤配比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e structure parameters and ratio of coking coal and fat coal of coke

焦炭热性能与气孔率的关系见图 6。热性能 CRI 和 CSR 指标与焦炭和 CO2的反应程度有关，捣固焦更加

致密，使气孔率明显降低
[10]
，固定碳与 CO2接触面积减少，反应速度降低。因此与顶装焦相比，捣固焦的 CRI

降低，CSR 升高。

（a）CRI （b）CSR

图6 焦炭热性能与气孔率的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mal properties and porosity of coke

3 结论

1）随着焦煤和肥煤比例的升高，焦炭抗碎强度 M40和反应后强度 CSR 升高，耐磨强度 M10和反应性 CRI

降低。捣固炼焦对焦炭冷强度和热强度指数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捣固炼焦工艺对焦炭强度的改善作用

随焦肥煤配比的提高而逐渐减弱。

2）随着焦肥煤配比的提高，无论顶装焦还是捣固焦，各方案焦炭的镶嵌结构体积分数逐渐升高，而同

性结构ΣISO 体积分数逐渐降低。随着镶嵌结构体积分数的增加，焦炭 CSR 呈升高趋势，而焦炭 CRI 随同性

组分ΣISO 体积分数的增加逐渐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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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 1 顶装焦和方案 3捣固焦指标接近，但是方案 3捣固焦的镶嵌结构体积分数比方案 1顶装焦低

12.64%，在高温和冲击受力的作用下更容易产生裂纹，造成强度的下降。

4）焦肥煤配比从 30%提高到 60%，捣固焦和顶装焦的平均孔径逐渐降低，气孔壁厚度逐渐升高，气孔

率呈降低的趋势。而捣固焦与顶装焦相比，增加装煤堆密度后平均孔径偏低，气孔壁厚度增加，气孔率低

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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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炉缸工作状况直接影响高炉生产指标和经济效益，是保持高炉高效、低耗、长寿的重要基础。高炉

长寿的关键在于生产顺行、避免炉况大幅波动，为此要保持入炉原燃料质量稳定、维持较高的鼓风动能、

维护好铁口深度和强度，从而确保炉缸中心活跃以减少铁水环流对炉缸砖衬的冲刷，延长高炉寿命；炉缸

温度异常应果断采取停风堵风口及降低冶炼强度等措施；短时间大量加钛护炉并配以强化冷却可以控制炉

缸和炉底温度，但维持时间不长且容易反复；常态化加钛对炉缸高温点进行控制，不但浪费钛资源，还增

加了炼铁成本和能源消耗。炉缸浇注可以迅速恢复炉缸、炉底和风口区域的耐火砖衬，使高炉获得重生。

关键词： 炉缸维护 加钛护炉 压浆 炉缸浇注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应用含钛物料进行高炉炉缸维护，加钛护炉技术已经成为维护高炉炉底、解

决炉缸危机的主要技术措施之一。首钢是国内较早使用钛矿护炉的厂家，首钢股份长期坚持“高温、高钛”

的护炉理念，长期加入钛矿对炉缸侵蚀进行有效控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随着炉龄的延长以及炉缸侵蚀

加剧，炉缸局部侵蚀越来越明显，冷却壁水温差和热电偶温度上升越来越频繁，炉缸治理难度越来越大，

治理周期也越来越长，被迫采取加大钛负荷、长期加钛和降低冶炼强度等措施，确保了炉缸侧壁异常温度

得到有效控制，实现了高炉安全生产
[1]
。

1．首钢股份加钛护炉情况

首钢股份3座高炉炉缸采用美国UCAR公司的NMA、NMD组合砖、炉底采用高导热碳砖+陶瓷垫结构。1高炉

（2650m
3
）2004年10月开炉；2高炉（2650m

3
）2007年1月开炉；3高炉（4000m

3
）2010年1月开炉。三座高炉长

期坚持“高温、高钛”的护炉理念，通过长期配加钛矿、钛球等措施，对炉缸侧壁和炉底侵蚀进行控制，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炉龄的延长以及炉缸侵蚀的加剧，冷却壁水温差和热电偶温度“上升越来越频

繁，越来越剧烈，治理难度越来越大，治理周期越来越长”
[2]
，致使高炉钛矿加入量越来越多，加钛护炉时

间也越来越长。图1为近年来首钢股份各高炉钛矿和钛球的加入量，图2为同期各高炉铁水中[Ti]含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首钢股份1、2高炉加钛

护炉用料量2014年最高；3高炉2013年最高；

2015年以后由于环保限产等因素高炉降低了冶

炼强度，炉缸水温差和热电偶温度相对稳定。

从图2可以看出，股份公司各高炉铁水中

[Ti]明显偏高：1高炉2014年最高，全年平均为

0.140%；2高炉2014年最高，全年平均为0.128%，

2018年炉缸浇注后没有使用钛矿，2019年平均

为0.050%；3高炉2019年最高，上半年平均

0.115%，最高月平均为0.190%。

另外，从图1中钛矿加入量和图2铁水中[Ti]

还可以看出，三座高炉2013、2014年炉缸水温

差和热电偶温度波动较大，其中1高炉炉缸局部侵蚀程度及范围都较为严重，虽然采取了一定的限产和护炉

措施，但炉缸侧壁温度容易波动，并且炉皮开裂、跑风现象非常严重。

图 1.首钢股份近年来高炉使用钛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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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炉炉缸侵蚀也比较严重，重点集中在东铁口

附近。炉缸侧壁热电偶温度出现异常波动时，必须

坚决加钛护炉并做好炉温，才能有效避免长时间热

电偶温度居高不下情况，影响炉况的迅速恢复。

图3为3高炉开炉以来的炉缸七层主要热电偶温

度变化情况。3高炉炉缸高温点主要集中在炉衬七层

（铁口下约2400mm），开炉以来局部高温点先后出现

20余次。3高炉炉缸直径大、冶炼强度高、炉缸热惯

性大，炉缸侧壁温度上升后钛矿的加入量及加入时

间都大于1、2高炉，护炉难度比较大，需要提前采

取有效措施
[2]
。

2． 加钛护炉机理

2.1 TiC(或TiN)的生成机理

炉料中的TiO2在软熔带形成初渣后，按照从高价到低价的规律进行逐级还原，即：

Ti02→Ti305→Ti2O3→TiO→Ti→TiC(或TiN)

根据热力学条件，温度越高形成的TiC(或TiN)就越多。炉身下部软熔物中只有少量的TiC（或TiN）生

成，随着炉料的下降，其含量不断增加，到风口循环区达到了最高值；通过风口区到达炉缸时，TiC（或TiN）

大量氧化，其含量又迅速降低
[3]
。

在一定温度下，钛在铁水中的溶解度相对固定。当钛的浓度低于铁水中的钛饱和溶解度时，大部分的

TiC（或TiN）溶解于铁水中；当含钛铁水到达炉缸下部边缘低温区时，由于铁水中钛的溶解度降低，TiC(或

TiN)从铁水中析出。

TiC(或TiN)的生成与进行反应的温度、气氛、渣中TiO2含量、炉渣碱度等因素有关。

2.2 TiC（或TiN）护炉机理

含钛物料加入高炉后，在炉缸底部及炉缸侧壁析出TiC（或TiN）。由于TiC的熔点为3140℃，TiN的熔点

为2950℃，这些高熔点物质生成后，在炉缸冷却壁的强化冷却作用下，析出并沉积于炉底和炉缸侧壁砖衬

破损处，防止炉衬受到进一步侵蚀。

高炉破损调研中发现，炉底侵蚀最严重部位的沉积物最多，沉积物最厚可达300～400mm，而炉缸侧壁

部位的沉积物最薄[3]。

首钢股份2高炉炉缸清理中，在炉缸侧壁砖衬、大块堆积物中没有发现TiC（或TiN）沉积，炉底仅发现

少量沉积，并主要集中在大块积铁的最底部，即“象脚”底部。由于停炉前五天停止了钛矿的加入，炉内

先前沉积的TiC（或TiN）大部分被排出了炉缸。

图 2首钢股份各高炉近年来铁水[Ti]含量

图 3 首钢股份 3高炉开炉以来炉缸七层重点热电偶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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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股份1高炉停炉前将料仓中剩余的百余吨钛矿加入了炉内，清理中发现炉缸内大块堆积物中有明显

的TiC（或TiN）沉积，炉底积铁中也存在大量的TiC（或TiN）沉积。

2.3 加钛护炉对高炉生产的影响

(1)含钛炉渣对炉缸工作状况的影响

渣中含有少量Ti02有稀释炉渣、降低炉渣熔化性温度作用。渣中Ti02含量小于4％，提高Ti02含量有利于

降低炉渣粘度和增加脱硫性能；Ti02超过4％，悬浮状的钛化物使炉渣变粘稠，脱硫能力明显下降
[4]
。

(2)炉缸出现“热结”现象

炉渣中Ti02为3～4％时，铁水中[Ti]超过O.15%会出现明显的炉缸“热结”现象
[4]
，致使高炉不易接受

风量，炉料下降速度降低，炉况难行，从而导致高炉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变差，同时还会出现铁水粘沟、粘

罐等现象。这也是高炉大量配加钛矿时，炉况难行、冶炼强度降低、产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普通铁水1300～1400℃粘度通常为2～3.5mPa·S，含钛铁水粘度为5～10mPa·S。铁水中TiC(或TiN)析

出后，铁水粘度会急剧增加，析出的晶体越粗大、数量越多，则铁水粘度增加得越剧烈。当析出晶体达到

10～20％时，铁水将不能流动
[4]
。

3．炉缸维护措施分析与探讨

炉缸工作状况直接影响高炉生产指标和经济效益，是高炉保持长期高效、低耗、长寿的重要基础，高

炉操作参数、炉前出渣铁条件、加钛护炉和原燃料变化等都直接影响炉缸工作状况，特别是高炉末期，随

着生产的不断延续和持续高强度冶炼，炉缸局部异常侵蚀会越来越明显。因此，高炉局部区域热流强度或

热电偶温度异常达到预警值，应该及时调整高炉操作制度，改变炉缸工作状况，减缓铁水环流对砖衬侵蚀。

3.1 首钢股份 3高炉降低冶炼强度的护炉效果分析

首钢股份长期坚持“高温、高钛”的护炉理念，并通过增加钛负荷确保炉缸侧壁异常时继续高产。

首钢股份3高炉2014年初计划日产9400t/d，由于冶炼强度偏高，钛负荷5.5kg/t时炉缸侧壁温度升高不

能有效控制，提高到9.79kg/t才开始降低；6月初受热风炉影响，风温从1240℃降低到了1050℃，日产调整

到9000t/d，钛负荷3.5kg/t即控制了炉缸侧壁温度的异常升高；9月中旬热风温度恢复到1150℃后，日产调

整到9100t/d，炉缸侧壁温度再次升高后，钛负荷5.5kg/t就成功地防止了炉缸侧壁温度的进一步升高，避

免了高钛护炉对高炉冶炼及下道工序造成的影响
[2]
。

3.2 邯宝高炉降低冶炼强度护炉实践

邯宝公司两座3200m
3
高炉通过上下部制度优化调整，在保证高炉长期稳定顺行的基础上，使得炉缸中心

活跃及边缘环流减弱，对减缓炉缸侧壁侵蚀起到关键作用。他们认为正确的日常操作是高炉炉缸长寿的基

础，保持合理的冶炼强度是高炉长寿的重要因素，通过及时调整高炉操作制度，能够保证炉缸工作安全稳

定。另外，炉缸侧壁局部温度升高时尽量不要使用钛矿护炉
[5]
。

在日常操作中，他们不断提高焦炭质量、保证炉缸中心活跃以减少边缘铁水环流冲刷；炉缸温度异常

升高主要采取堵风口、降低冶炼强度等措施，并通过炉体压浆来消除炉缸砖衬间气隙、强化冷却传热。

3.3 宝钢2高炉护炉操作经验

宝钢2号高炉炉缸侧壁温度屡次升高主要是炉芯焦透液性变差、炉底死铁层增厚造成的铁水环流加剧导

致
[6]
。通过实施活跃炉缸、强化中心气流、减少钛矿加入控制炉底温度下降以及加强铁口维护等措施，成功

地解决了炉缸侧壁侵蚀难题。

另外，加钛矿对控制炉底温度升高和侵蚀效果显著，对控制炉缸侧壁温度升高不明显
[6]
。为避免长期加

钛矿使炉底死铁层增厚，日常停用钛矿，只在炉底温度超标时使用，并在炉底温度下降到400～450℃时立

即停用。

3.4 炉缸维护机理分析与护炉方式探讨

（1）从邯宝高炉、宝钢2高炉护炉经验来看，正确的日常操作是高炉炉缸长寿的基础，保持合理的冶炼

强度是高炉长寿的重要因素，及时调整高炉操作制度能够保证炉缸工作安全稳定。为此，生产过程中要确

保入炉原燃料质量的稳定、维持较高的鼓风动能、维护好铁口深度和强度，从而保持炉缸中心活跃，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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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水环流对炉缸侧壁砖衬的冲刷，延长炉缸寿命。

（2）炉缸热电偶温度或者冷却壁水温差异常升高是炉缸局部工作不活跃、铁水环流冲刷加剧造成的必

然结果。首钢高炉短时间大量加入钛矿，只会造成炉缸“热结”，高炉被迫降低冶炼强度，从而减轻铁水环

流对炉缸侧壁砖衬的冲刷，降低异常点温度。但高炉冶炼强度上来后异常点温度还会继续升高，从而造成

了频繁的“治理、升高、治理”恶性循环。长期加钛护炉浪费了钛资源、增加了铁水生产成本，同时也降

低了高炉的冶炼强度。

（3）邯宝高炉在炉缸热电偶或冷却壁水温差升高到一定程度采取停风、堵对应位置风口，并同时调整

下部和上部制度、降低冶炼强度等措施，维持了较高的鼓风动能、疏导了中心煤气，可以迅速减轻铁水环

流对炉缸砖衬的冲刷，有利于炉缸砖衬的保护和炉况的稳定、顺行。

（4）宝钢 2 高炉只短期使用钛矿[6]和邯

宝高炉不加钛护炉
[5]
均实现了炉缸侧壁的有

效维护，说明不使用钛矿完全可以进行炉缸

维护。另外，首钢股份 2高炉炉缸清理中只

发现少量钛和1高炉炉缸清理中发现大量的

钛沉积说明炉缸积存的 TiC(或 TiN)会随铁

水排出，只有少量凝结在死铁层中的 TiC（或

TiN）才能存留。

（5）炉缸、炉底及风口区域浇注是解决

炉缸寿命的最佳方案

首钢股份1、2高炉分别在2019、2018年进行了炉缸浇注。2高炉炉缸、炉底和风口区域整体浇注后炉况

恢复迅速，3个月达到平均日产6500吨的水平，焦比和燃料比逐渐降低，给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

高炉炉缸浇注前后的生产情况如图4所示。

炉缸、炉底和风口带一体化浇注，由于浇注料与碳砖破损面紧密贴合，不存在填充层，避免了“间隙

热阻”，使炉缸传热效率更高。另外，硅溶胶结合刚玉碳化硅质浇注料，具有优良的抗渣铁侵蚀、抗冲刷及

快干、防爆等性能，无需养护即可快速烘烤，具有良好的体积稳定性、抗热震稳定性及抗CO侵蚀性能。目

前，国内外已经有17座2000m
3
以上级别高炉在炉缸旧碳砖表面进行整体浇注，墨西哥AHMSA 5号2210m

3
高炉

已经连续生产七年，德国Salzgitter BF-A 2410m
3
高炉也已经生产6年多，预计还可以使用5年以上。

4．结论

（1）炉缸工作状况直接影响高炉生产指标和经济效益，是高炉保持高效、低耗、长寿的重要基础。高

炉长寿的关键在于高炉生产顺行，为此生产过程中要避免炉况大幅波动，同时保持入炉原燃料质量稳定、

维持较高的鼓风动能、维护好铁口深度和强度，从而确保炉缸中心活跃以减轻铁水环流对炉缸砖衬的冲刷，

延长高炉炉缸寿命。

（2）维护炉缸措施主要是提高冷却强度、控制冶炼强度、加钛护炉以及停风堵风口、休风等，生产过

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同时采取多项手段综合治理。短期停风堵风口并适当降低冶炼强度，待异常点恢复后

尽快恢复全风，有利于高炉炉况顺行和维护炉缸砖衬寿命。

（3）短时间大负荷加钛护炉并配以强化冷却通常可以快速控制炉缸和炉底温度，但容易反复，治理难

度也会越来越大；常态化加钛对炉缸异常点进行控制，不但浪费了钛资源，而且增加了炼铁成本和能源消

耗，还会影响后序特殊钢种的冶炼。

（4）炉缸、炉底及风口区域浇注是解决炉缸寿命的有效手段，高炉短期停炉浇注后可以迅速恢复炉缸、

炉底和风口区域的耐火砖衬，使高炉重获新生。

图 4.首钢股份公司 2高炉炉缸浇注前后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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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高炉炉缸径向焦炭分析

竺维春 李东涛 陈辉 王冬青

首钢技术研究院，北京，100043

摘要：在京唐 5500m
3
高炉用无轨式风口取焦机进行了风口取焦，取样深度最深 7.6 米，接近炉缸中心（7.75

米）。京唐高炉入炉焦炭硫分在 0.68～0.82%之间,灰分在 11.77～11.99%之间，M40在 90.77～91.66%之间 M10

在5.50～5.60%之间,CSR在72.50～72.60%之间CRI在19.35～19.67%之间,性能较优。在煤比169～206 kg/t

的前提下，距风口前端(0-2.5 米),风口焦炭平均粒度在 9.14～21.51mm 之间，入炉焦炭粒度降解了 42.1～

33.4 mm 之间，劣化度在 82.1～63.1%之间。距风口前端(0-5 米), 风口焦炭平均粒度在 7.20～14.23mm 之

间。相对于入炉焦炭，16.10.26 10 毫米以上粒级风口焦炭灰分高，显示劣化较为严重，与 16.10.26 劣化

度较高相符。风口焦炭劣化程度并不因为受碱金属的多重影响而劣化严重。从 17.8.9 两个风口对比分析，

同一次取样的不同风口受碱金属影响作用不一。在有碱金属富集和上部碱金属累积的前提下，总体符合∑

ISO 高、镶嵌结构低。

关键词：高炉，风口取样机，焦炭劣化，碱金属，光学组织

1 前言

风口焦炭取样分析一直以来是高炉操作者分析高炉炉缸状态的辅助手段，也是提升高炉操作指标、稳

定高炉炉况的关键技术
［1～4］

。2016 年以来，在首钢京唐高炉（5500m
3
）利用无轨式风口焦炭取样机对 6个风

口进行了取样。其中 5 个风口取样深度超过 7m（炉缸半径 7.75 米），最大深度达 7.6m；从而具备了分析炉

缸径向焦炭的条件。风口焦炭劣化程度及劣化原因一直是研究者所热衷的问题，本文对入炉焦炭、风口焦

炭的碱金属、光学组织进行了分析，以期对碱金属对焦炭光学组织的影响加以分析。

2 入炉焦炭质量分析

高炉入炉焦炭的性能见表 1。由表 1可知，京唐高炉入炉焦炭硫分时有波动，在 0.68～0.82%之间，略

高；灰分在 11.77～11.99%之间，M40在 90.77～91.66%之间 M10在 5.50～5.60%之间,CSR 在 72.50～72.60%

之间 CRI 在 19.35～19.67%之间,性能较优。焦炭平均粒度受高炉操作者调配而有所变化。

表 1入炉焦炭的性能

取样高炉及日期年.月.日
反应性

CRI%

反应后强度

CSR%

焦炭灰

分%
焦炭S% 焦炭M40% 焦炭M10%

平均粒度

mm

1 号高炉 16.7.5 19.35 72.40 11.90 0.72 91.05 5.55 50.9

1 号高炉 16.7.26 19.67 72.60 11.99 0.70 90.77 5.60 51.2

1 号高炉 16.10.28 19.43 72.50 11.81 0.82 90.98 5.52 54.7

1 号高炉 17.8.9 19.47 72.53 11.77 0.78 91.66 5.50 51.2

2 号高炉 16.10.26 19.43 72.60 11.91 0.82 91.02 5.55 56.0

3 风口焦炭劣化分析与高炉操作参数

表 2 反映了风口焦炭粒度及高炉技术经济指标。由表 2 可见，在煤比 169～206 kg／t 的前提下，距风

口前端(0-2.5 米),风口焦炭平均粒度在 9.14～20.17mm 之间，入炉焦炭粒度降解了 42.1～33.4 mm 之间，

劣化度在 82.1～63.1%之间。距风口前端(0-5 米), 风口焦炭平均粒度在 7.20～14.23m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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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高炉技术经济指标与风口焦粒度

炉别
取样日期

年.月.日

粒度降解百

分比%

粒度降解

mm
平均粒度 mm 煤比

kg/t

焦比

kg/t

日产铁

量 t
0-2.5 米 0-2.5 米 0-5.0 米

1 号高炉

2016.7.5 66.2 33.7 17.21 12.29 206 278 12909

2016.7.26 82.1 42.1 9.14 7.20 180 298 13041

2016.10.28 63.1 34.5 20.17 14.08 201 290 12316

2017.8.9-15 65.2 33.4 17.84 14.23

198 281 119792017.8.9-38 70.8 36.2 14.96 10.36

平均 68.0 34.8 16.40 12.30

2 号高炉 2016.10.26 69.1 38.7 17.29 12.34 169 379 10677

注:粒度降解百分比（劣化度）＝（入炉焦炭粒度－风口焦炭粒度）／入炉焦炭粒度＊100％。

表 2-2 高炉技术经济指标与风口焦粒度

注：数据统计为风口焦炭取样前 3天平均值。

4 入炉焦炭及风口焦炭化学成分分析及光学组织

4.1 灰分及碱金属析

炉别
取样日期 年.

月.日

风量

m3/min
透气性

碱负荷

kg/t

炉渣二元碱

度倍

十字中心温

度℃
煤气利用率%

1 号高

炉

2016.7.5 8380 3943 3.65 1.20 454 50.4

2016.7.26 8348 3952 3.65 1.18 1054 50.2

2016.10.28 8493 4181 4.10 1.17 811 48.5

2017.8.9 8405 4075 3.26 1.20 405 48.0

2 号高

炉
2016.10.26 8392 4004 4.15 1.17 807 41.6

739739



图 1 风口焦炭及入炉焦炭灰分分析

注：图中2对应风口取焦炭位置2，对应风口前端0.5-1.0米，依次类推。

图 1 为风口焦炭及入炉焦炭灰分分析，从图 1 可见，风口焦炭相对于入炉焦炭，16.10.26 10 毫米以

上粒级风口焦炭灰分高（焦炭中碳的损失较大），显示劣化较为严重，与 16.10.26 劣化度较高相符；原因

之一是焦炭灰分较高，其二可能与十字测温中心温度较高，煤气利用率低有关。17.8.9 15 号风口方向 5-10

毫米粒级灰分较低，显示劣化较轻，与实际接近。0-5 毫米粒级灰分较高，多次取样规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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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风口焦炭及入炉焦炭灰分中碱金属分析

图 2 及表 3 为风口焦炭及入炉焦炭碱金属分析。由图 2 可见，2016.10.26 入炉碱负荷最高，风口焦炭

碱金属总体相对低，与入炉接近，尤其中心附近，比入炉还低；究其原因，可能与检修当天铁水温度低

（1474℃），炉渣排碱能力强有关。其它几次取样 2＃位置样品碱金属与入炉焦炭比较接近，其余位置高于

入炉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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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风口焦炭灰分中碱金属分析

取样时间 K2O、Na2O 说明

16.7.5 2＃低，余高 中间、中心上部碱金属累积，碱金属富集

16.7.26 2＃低，余高 中间、中心上部碱金属累积，碱金属富集

16.10.28 2＃低，余高 中间、中心上部碱金属累积，碱金属富集

17.8.9-15 2＃低，余高 中间、中心上部碱金属累积、富集

17.8.9-38 13＃＞5 高；余低 中心上部碱金属累积

16.10.26 8＃大的高，余低 中间上部碱金属累积

炉缸径向不同粒度风口焦炭中碱金属含量变化规律不一致，引起的原因也不一样。大粒度如果含碱金

属高，说明是上部碱金属累积导致。小粒度较高是碱金属富集所至，炉缸排碱能力弱。京唐风口焦炭除

16.10.26、17.8.9－38 风口焦炭受一个因素影响，余皆受两个因素影响。风口焦炭劣化程度并不因为受碱

金属的多重影响而劣化严重。从 17.8.9 两个风口对比分析（两个风口基本处于一条直线上），同一次取样

的不同风口受碱金属影响作用不一。

2017.8.9 京唐高炉碱负荷为 3.26 kg/t，处于较低水平，低于文献 5 指出的入炉碱负荷 3.59kg/t 的控

制标准，风口焦炭仍然发生了一定程度碱金属的累积，焦炭劣化处于较高水平。

4.2 光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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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风口焦炭及入炉焦炭光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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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风口焦炭光学组织

取样时间 ∑ISO 镶嵌结构 说明 评价

16.7.5
10、8＃＜2.5 的偏低，

余略高
总体偏低

中间、中心上部碱金属累

积，碱金属富集
相符

16.7.26
＜2.5 的偏低，10＃

5～10 略低，余高

10＃5～10 略高，余

略低

中间、中心上部碱金属累

积，碱金属富集
基本相符

16.10.28
13、8＃＜10 的偏低；

5＃＞25 偏低；余高
与左边相反

中间、中心上部碱金属累

积，碱金属富集
基本相符

17.8.9-15
14＃2.5～5 高，其余

偏低

14＃2.5～5 低，8＃

5～10 低，余偏高

中间、中心上部碱金属累

积、富集
不相符

17.8.9-38
8＃2.5～5 略高，其余

偏低

8＃2.5～5 偏低，余

偏高
中心上部碱金属累积 基本相符

16.10.26

2＃＞5偏低；8＃＜

2.5 的低； 10＃＞10

偏低；余高

与左边相反 中间上部碱金属累积 基本相符

注：评价中未考虑＜2.5。

图3及表4为风口焦炭及入炉焦炭光学组织。一般认为：在有碱的条件下，焦炭中∑ISO易保留，镶嵌结

构易于损坏[6-7]；在有碱金属富集和上部碱金属累积的前提下，炉缸径向风口焦炭应是∑ISO高、镶嵌结构低。

文献8则认为：光学组织指数( OTI) 较高的风口焦炭劣化度较低。因此，应适当地提高焦炭中光学各向异

性组织的含量，以提高光学组织指数( OTI) 来降低风口焦的劣化程度。在从表4可见，6个风口样品中有5

个是基本相符的，但有一个不符；且同一次取样中，两个风口样品的规律是相反的。

5 结论

1）京唐高炉入炉焦炭硫分在0.68～0.82%之间,灰分在11.77～11.99%之间，M40在90.77～91.66%之间M10在

5.50～5.60%之间,CSR在72.50～72.60%之间CRI在19.35～19.67%之间,性能较优。

2）在煤比 169～206 kg/t 的前提下，距风口前端(0-2.5 米)，风口焦炭平均粒度在 9.14～20.17mm 之间，

入炉焦炭粒度降解了 42.1～33.4 mm 之间，劣化度在 82.1～63.1%之间。距风口前端(0-5 米), 风口焦炭平

均粒度在 7.20～14.23mm 之间。

3）相对于入炉焦炭，16.10.26 10 毫米以上粒级风口焦炭灰分高，显示劣化较为严重，与 16.10.26 劣化

度较高相符。

4）风口焦炭劣化程度并不因为受碱金属的多重影响而劣化严重，同一次取样的不同风口受碱金属影响作用

不一。

5）通过风口焦炭、入炉焦炭的灰分、灰成分及光学组织，得出在有碱金属富集和上部碱金属累积的前提下，

炉缸径向风口焦炭总体符合∑ISO高、镶嵌结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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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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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首钢京唐公司焦炉煤气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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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43；2.绿色可循环钢铁流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3)摘 要:研究了首

钢京唐公司常用介休焦煤、屯兰焦煤、马兰肥煤和霍州肥煤，4 种炼焦产物的产率。结果表明，屯兰焦煤和介休焦煤虽然同

属于焦煤，但屯兰焦煤的焦炉煤气产率高于介休焦煤，炼焦后所得焦炭的冷强度略差，热强度基本不变；配煤过程中提高霍

州肥煤的配入比例可提高焦炉煤气产率，但霍州肥煤炼焦后所得焦炭的热强度劣于马兰肥煤。另外，炼焦过程中能够提高焦

炉煤气产率的炼焦煤往往会导致焦炭的强度降低，为此在配煤过程中对煤种的选择要综合考虑焦炉煤气产率和焦炭质量之间

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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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the gas yield of coking furnace in Shougang Jingta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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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king product distributions of four coal species from Jiexiu, Tunlan, Malan and Huozhou were

investigated. It showed that the gas yield of Tunlan was higher than Jiexiu even though both the coal species

were belonged to coking coals. Furthermore, the coke cold strength from Tunlan decreased slightly while the thermal

strength stayed steady mostly. Besides, the enhancement of Malan and Houzhou coal species could enlarge the gas

yields, and affected the coking quality remarkably. Therefor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weigh the results of increasing gas yields and coke qualities for coal species selection.

Key words：coking coal；fat coal；gas yield；coke quality；coking product distribution

钢铁行业是高耗能产业，焦炉煤气、转炉煤气和高炉煤气作为副产品是钢铁企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二次

能源，其中，焦炉煤气是高氢优质资源，作为燃料使用既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又能减少对自然资源

的消耗
[1-5]

。随着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首钢京唐公司）二期高炉的投产，首钢京唐公司对

焦炉煤气的需求量出现缺口，亟需切实可行的既能满足首钢京唐公司高炉用焦需求又能够提高焦炉煤气产

率的措施。在保证焦炭质量的前提下如果可以提高炼焦过程中焦炉煤气的产率，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节

约了资源，降低了生产成本。配煤过程中提高高挥发分煤的配比能有效提高焦炉煤气产率，但可能影响焦

炭的块度和强度
[6]
，进而影响后续高炉的稳定运行，所以在提高焦炉煤气产率的同时还需保证焦炭质量，因

此有必要对首钢京唐公司主要炼焦煤炼焦产物的产率进行研究，这对配煤结构的设计和优化有指导作用。

本文在对首钢京唐公司炼焦煤工业分析和煤质测试的基础上，进行了固定床热解试验和 40 kg 炼焦炉

炼焦试验。

1 试验过程

1.1 工业分析和煤质测试

选取首钢京唐公司常用的屯兰焦煤、介休焦煤、马兰肥煤和霍州肥煤，4 种炼焦煤作为试验样品。将各

炼焦煤进行粉碎和研磨后筛分至 0.178 mm 以下，参照 GB/T212—2008《煤的工业分析方法》、GB/T479—2000

《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方法》、GB/T 5447—1997《烟煤粘结指数测定方法》和 GB/T5450—1997《烟煤奥

阿膨胀计试验》进行工业分析和煤质测试，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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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首钢京唐公司 4 种常用炼焦煤的工业分析和煤质测试结果

Table 1 Proximate analyses and coal property measurement results of four coking coals frequently used in Shougang

Jingtang Company

炼焦煤
工业分析/% 煤质测试

Ad Vd FCd Y/mm G B/%

介休焦煤 9.98 17.24 72.77 18 90.2 250

屯兰焦煤 11.02 18.22 70.75 16 86.0 336

马兰肥煤 10.01 20.80 69.18 25 95.0 199

霍州肥煤 10.01 25.66 64.32 28 89.0 123

注：Ad为灰分；Vd为挥发分；FCd为固定碳；Y 为胶质层最大厚度；G 为粘结指数；b 为最大膨胀度。

1.2 固定床热解试验

固定床热解试验为分析炼焦煤炼焦产物产率的试验，在固定床反应器中进行，固定床反应器构造如图 1

所示。

注：1—氮气钢瓶；2—减压阀；3—转子流量计；4—温度控制仪；5—石英管；

6—电加热炉；7—焦油回收器；8—冷阱；9—废气吸收器

图 1 固定床反应器构造

Fig.1Framework of fixed bed reactor

固定床反应器的电加热炉最高温度可以达到 1100 ℃，试验时将 10 g 左右的炼焦煤的粉煤（粒度小于

0.2 mm）样品平铺于石英管中央恒温区。试验开始前，向固定床反应器中通入浓度为 99.9% 的氮气，流速

为 100 mL/min，吹扫时间为 20 min，以排除固定床反应器内的空气，将固定床反应器中的温度从室温升至

110 ºC 后恒温 20 min，以脱除粉煤样品中的水分，再升温至 800 ºC 后恒温 30 min，整个试验过程加热速

率为 5 ºC/min，待反应结束后通入氮气进行气氛保护，直至冷却至室温。将试验过程中产生的焦油和水放

入冷阱中冷却，称取煤焦样品和焦油的质量后将剩余的煤焦样品密封保存。重复 3 次试验，试验结果重复

性良好，同一种炼焦煤焦油产率测试值的相对误差小于 1.6%，取 3 次平行试验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结果。

1.3 炼焦炉炼焦试验

在高炉冶炼过程中，焦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提供热源、作还原剂、铁水渗碳和骨架支撑 4个方面
[7]
，

随着高炉大型化和富氧喷吹技术的发展，骨架支撑作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2]
。目前，对焦炭质量的评价主要

包括焦炭的冷强度（抗碎强度和耐磨强度）和焦炭的热强度（反应性和反应后强度）2 个方面，通过进行

炼焦炉炼焦试验对焦炭性能进行检测。

炼焦试验在 40kg 炼焦炉上进行，采用铁箱装炼焦煤样品，干基装煤量为 45 kg，入炉煤的水分质量分

数为 10 %，样品细度为 75%～80%。炼焦炉内温度为 800 ℃时进行装煤，稳定 30 min，然后在 840 min 内

使焦饼中心温度升至 1050 ℃，再稳定 30 min，当焦饼中心温度达到 950℃时出焦，总结焦时间为 15 h 左

右。参照 GB/T 2006—2008《焦炭机械强度的测定方法》进行焦炭的 M40（抗碎强度）和 M10（耐磨强度）

8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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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参照 GB/T 4000—2008《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试验方法》进行焦炭的 CRI（反应性）和 CSR（反

应后强度）的测定。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炼焦产物的产率及机理

对首钢京唐公司 4 种常用炼焦煤固定床热解试验炼焦产物的产率进行了分析。

焦炭的产率 Y 焦炭 的计算式见式（1），

�焦炭 �
�焦炭

�煤样

× �쪈쪈� （�）

焦油的产率 Y 焦油 的计算式见式（2），

�焦油 �
�焦油

�煤样

× �쪈쪈� （2）

焦炉煤气的产率 Y 焦炉煤气 的计算式见式（3），

�焦炉煤气 � � � �焦炭 � �焦油（3）

式中：m 焦炭为固定床热解试验后所得到焦炭的质量；m 煤样为固定床热解试验所用炼焦煤样的质量；m 焦油

为固定床热解试验后所得到焦油的质量。

首钢京唐公司 4 种常用炼焦煤炼焦产物的产率见表 2。

表 2 首钢京唐公司 4 种常用炼焦煤炼焦产物的产率 %

Table 2 Coking product yield of four coking coals frequently used in Shougang Jingtang Company %

炼焦煤 焦炭 焦油 焦炉煤气

介休焦煤 82.32 4.64 13.04

屯兰焦煤 80.39 2.75 16.86

马兰肥煤 79.48 4.23 16.30

霍州肥煤 70.98 4.68 24.34

由表 2 可见，介休焦煤的焦炉煤气产率比屯兰焦煤的焦炉煤气产率低 3.82%，焦油产率比屯兰焦煤的焦

油产率高 1.89%；霍州肥煤的焦炉煤气产率明显高于马兰肥煤的焦炉煤气产率。

不同炼焦煤炼焦产物的产率和炼焦煤挥发分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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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炼焦煤炼焦产物的产率和炼焦煤挥发分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coking product yield and volatile matter

由图 2 可见，炼焦煤的焦炉煤气产率随着挥发分的升高呈增长的趋势
[8]
。这是由于在热解过程中，煤

中的灰分越高，其热解形成的孔径结构分布越广
[9-12]

，屯兰焦煤的灰分要略高于介休焦煤，屯兰焦煤的孔径

结构更发达，热解气体较容易逸出，故焦炉煤气产率较高；介休焦煤的灰分相对较低，孔径结构分布不发

达，热解气体较难逸出，故焦油产率较高。因此，配煤过程中提高高挥发分煤配比，从而提高焦炉煤气产

率是可行的。在首钢京唐公司用煤供应量充足的前提下，炼焦过程中适当提高屯兰焦煤的使用量，可提高

的焦炉煤气产率。

2.2 焦碳质量分析

首钢京唐公司 4 种常用炼焦煤 40 kg 炼焦炉炼焦试验结果见表 3。

表 3 首钢京唐公司 4 种常用炼焦煤 40 kg 炼焦炉炼焦试验结果 %

Table 3 40kg coking oven results of four coking coals frequently used in Shougang Jingtang Company %

炼焦煤 M10 M40 CRI CSR

介休焦煤 5.60 89.94 18.4 71.2

屯兰焦煤 7.08 87.54 18.9 72.2

马兰肥煤 5.28 90.72 16.4 74.4

霍州肥煤 7.58 83.70 25.0 64.2

注：M10 为焦炭的耐磨强度，M40 为焦炭的抗碎强度，CRI 为焦炭的反应性，CSR 为焦炭的反应后强度。

由表 3 可见，介休焦煤和屯兰焦煤的热强度差别不大，但是屯兰焦煤炼焦所得焦炭的 M40 比介休焦煤

炼焦所得焦炭的 M40 低 2.4%，且屯兰焦煤炼焦所得焦炭的 M10 要劣于介休焦煤炼焦所得的焦炭的 M10，因

此配煤过程中应注意配入屯兰焦煤以后炼焦所得焦炭的冷强度变化。霍州肥煤的 CSR 较马兰肥煤的 CSR 低

9.8%，说明霍州肥煤虽然能提高炼焦过程中的焦炉煤气产率，但其配入比例的提高对焦炭热强度影响较大，

因此配煤过程中单独增加霍州肥煤配入比例将会导致焦炭质量的劣化，还需要适当调整配入瘦煤的配入比

例。综上所述，增加焦炉煤气产率的同时还需要综合考虑配煤结构的变化对焦炭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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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屯兰焦煤和介休焦煤虽然同属于焦煤，且挥发分非常接近，但是炼焦产物产率和焦炭质量之间存在较

大的差异。由此可见，不能仅依据常规来判定炼焦煤产物的产率以及对焦炭质量的贡献，需要进一步探索

更加可靠的判定方法。

能够增加焦炉煤气产率的炼焦煤却会对焦炭质量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首钢京唐公司在制

定增加焦炉煤气产率配煤方案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煤气产率和焦炭质量之间的平衡，从而确保焦炭质量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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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高炉炉缸死料柱焦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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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巨型高炉炉缸焦炭行为的研究对深入了解炉缸工作状态及高炉长寿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巨型高炉停炉时对炉缸

不同高度中心焦炭进行取样，详细对其成分、微观结构、物相和无机矿物质含量进行了研究。此外，还分析了死料柱焦炭变

化对高炉炉缸长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炉渣能够大量渗入焦炭内部；铁口中心线以下区域，只要有死料柱存在的地方就会

有高炉渣的存在，高炉渣的存在为炭砖热面形成保护层提供了物质基础。

关键词：高炉；死料柱；焦炭；微观结构；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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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coke behavior of a huge blast furnace heart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king condition of the hearth and the longevity of the blast furnace. In this paper, the central coke samples

from different heights of the hearth was obtained after blow out and cool down of the blast furnace and the coke

composition, microstructure, mineral phase and inorganic mineral content were studied in detail.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s of deadman coke on the longevity of blast furnace hearth was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last furnace slag can penetrate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deadman coke; Below the center line of the taphole,

as long as there is a deadman, there will be blast furnace slag. The presence of blast furnace slag provides a

materi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protective layer on the hot surface of the carbon brick.

Key words: blast furnace; deadman; coke; microstructure; protective layer

1 引言

焦炭对高炉炼铁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热源、骨架、还原剂和渗碳剂
[1]
。焦炭在炉内下降的过

程中成分和结构都在发生变化。由于炉缸环境的复杂性和恶劣性（高温、高压、渣铁煤气三相共存等），对

运行的高炉风口平面以下的死料柱取样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只能通过高炉大修或中修炉缸解剖时对死料

柱取样进行研究，相关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巨型高炉。国内李克江
[2]
、王元生

[3]
、牛群

[4]
和范筱玥

[5]
分别对

2850m³、3200 m³、2800 m³和 1350 m³高炉不同炉缸高度死料柱焦炭取样，研究了死料柱焦炭成分、微观结

构、碳结构、显气孔率和物相等，均发现了炉缸焦炭内部含有大量与高炉渣成分相近的物质。国外 B.van der

Velden 等
[6]
研究也发现，高炉渣能够渗入到炉缸焦炭内部。然而关于巨型高炉炉缸焦炭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在国内某 5500m3高炉停炉年休时对不同炉缸高度中心焦炭取样，详细研究了炉缸死料柱焦炭的微观形

貌、成分、物相及矿物质含量，并分析了焦炭变化对高炉长寿的影响，为更好的了解高炉风口中心线以下

焦炭奠定了基础，丰富了炼铁工作者对高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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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炉相关介绍及取样位置介绍

本文所研究高炉于 2010 年 6 月 26 日建成投产，有效容积为 5500 m
3
，42 个风口，4 个铁口，炉缸直径

为 15.5 m，风口与铁口之间的距离为 4.6 m，死铁层深度为 3.463 m。平均利用系数约为 2.16 t/(m3·d)，

煤比、焦比分别为 183 kg/t、315 kg/t。风温为 1217℃。焦炭转鼓指数 M40、M10 分别为 90.4%、5.5%。CSR、

CRI 分别为 72%、19%。该高炉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年修，期间对炉缸死料柱焦炭按照放残铁后其停留位置，

从风口水平面向下取 4 层高炉中心焦炭。取样平面分别为风口水平面下 1.5m、3.0m、4.5m 和 4.8m 所在平

面。所取焦炭样品按照与风口水平面的距离从上到下依次编号为 DM1.5、DM3.0、DM4.5 和 DM4.8，其中 DM+

数字代表取样点到风口水平面的距离，如图 1 所示。

图 1死料柱高度方向取焦位置示意图

3 结果和讨论

实验结果

3.1.1 死料柱焦炭无机矿物质物相分析

图 2 为风口中心下不同炉缸高度高炉中心焦炭及入炉焦炭无机矿物质的 XRD 图谱。从图中可以看出，

炉缸焦炭无机矿物质的 XRD 图谱与入炉焦炭无机矿物质的 XRD 图谱差别较大。炉缸不同高度焦炭无机矿物

质的 XRD 图谱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入炉焦炭中的无机矿物质主要是由石英（SiO2）和莫来石（3Al2O3·2SiO2）

组成。距风口水平面较近区域焦炭（DM1.5）中的无机矿物质主要由霞石（NaAlSiO4、K(Na,K)3Al4Si4O16）、

刚玉（Al2O3）、钾霞石（KAlSiO4）和镁铝尖晶石（MgAl2O4）组成，而距风口水平面较远区域焦炭（DM3.0、

DM4.5 和 DM4.8）中的无机矿物质主要由钙铝黄长石（Ca2Al2SiO7）和钙镁黄长石 （Ca2MgSi2O7）。其中钙铝

黄长石和钙镁黄长石也是最常见的高炉渣连续冷却后的结晶相
[7]
。此外，铁口中心线以下部分焦炭（DM4.8）

中还含有部分赤铁矿（Fe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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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位置焦炭无机矿物质 XRD 图谱

3.1.2 死料柱焦炭微观形貌及成分分析

图 3 风口中心线下 1.5m 高炉中心焦炭

图 4 风口中心线下 3.0m 高炉中心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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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风口中心线下 4.8m 高炉中心焦炭

图 3-图 5 分别为风口中心线下 1.5m、3.0m 和 4.8m 处高炉中心焦炭微观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出，风口

中心下 1.5m 处高炉中心焦炭显气孔较多，矿物质含量少，无机矿物质主要为 K/Na-Al-Si-O 化合物，与其

XRD 图谱结果一致。这说明入炉焦炭中的无机矿物质在下降的过程中会与通过气孔或裂纹渗入到焦炭内部煤

气中的 K/Na 蒸汽等反应生成碱金属化合物（霞石、白榴石），积累在焦炭内部，并随之下降到炉缸。值得

注意的是生成的霞石会伴随一定的体积膨胀[8]，使焦炭粉化，下降到炉缸会降低死料柱的透液透气性，加剧

铁水对炭砖的冲刷和侵蚀。因此，要严格控制碱金属负荷，以延长高炉的寿命。风口中心线下 3.0m 和 4.8m

处高炉中心焦炭气孔少，无机矿物质含量多，无机矿物质主要有 Ca、Si、Mg、Al、O 及少量的 Ti 组成，这

与高炉渣的组成元素是相同。除此之外，铁口中心线以下高炉中心的部分区域焦炭（DM4.8）中还有 Fe 的

存在，这也说明 DM4.8 处 XRD 图谱中的 Fe2O3是由于渗入到焦炭中的 Fe 在制样过程中氧化导致的。

表 1 死料柱焦炭无机矿物质和高炉冶炼终渣成分分析

名称 SiO2 CaO MgO Al2O3 S TiO2 SUM

焦炭无机矿物质 30.72 39.36 6.26 20.92 0.55 2.20 100.00

高炉冶炼终渣 A 34.33 39.80 6.58 16.15 0.90 2.23 100.00

高炉停炉终渣 B 34.36 39.39 6.68 17.88 0.95 0.74 100.00

图 6 停炉前高炉渣中 TiO2 含量的变化

表 1 所示为炉缸焦炭无机矿物质和高炉冶炼终渣成分分析。高炉冶炼终渣 A 和高炉停炉终渣 B 分别为

停炉前钛矿护炉时的高炉渣和停炉放残铁后炉缸残余的高炉渣。从表中可以看出，炉缸焦炭中的无机矿物

质成分与高炉冶炼终渣 A 成分相近，而与高炉停炉终渣 B 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 TiO2的含量。停炉前 7

天内均未钛矿护炉，如图 6 所示。结合前文 XRD 图谱和 SEM-EDS 分析可知，高炉终渣和铁水能够渗入到炉

缸焦炭内部，且渗入到焦炭内部的高炉渣不是停炉放残铁过程中渗入的，而是停炉前钛矿护炉期间渗入到

焦炭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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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炉焦炭和死料柱焦炭（DM4.8）的图片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与入炉焦炭相比，死料柱焦炭

气孔数量大幅度降低，无机矿物质（白色物质）的含量大幅度增加，这是由于入炉焦炭下降过程中部分焦

炭灰分被还原及高炉渣铁渗入焦炭内部导致的。入炉焦炭无机矿物质含量约为 12.4%，DM1.5、DM3.0、DM4.5

和 DM4.8 处焦炭无机矿物质含量分别为 7.81%、50.75%、38.63%和 52.25%。与入炉焦炭相比，DM1.5 处焦炭

无机矿物质含量降低了 37%，而 DM3.0、DM4.5 和 DM4.8 处焦炭无机矿物质含量增加了 212%-321%，即随着

距风口中心线距离的增加，焦炭中的无机矿物质含量先大幅度降低再大幅度增加。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

高炉渣是可以渗入到焦炭内部的，且高炉渣渗入到焦炭内部主要是在渣层渗入的。死料柱焦炭质量约为入

炉焦炭的 0.95-1.84 倍，这可能使设计时死料柱浮起高炉的浮起高度降低，甚至沉坐在炉底。死料柱小幅

度浮起的高炉易于产生“象脚状”侵蚀，这可能是我国大高炉出现“象脚状”侵蚀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 7 入炉焦炭和死料柱焦炭

讨论

李克江
[2]
、王元生

[3]
、牛群

[4]
和范筱玥

[5]
分别对 2850m³、3200 m³、2800 m³和 1350 m³高炉不同炉缸高

度死料柱焦炭取样分析，均发现了焦炭内部含有大量与高炉渣成分相近的物质。本文在 5500m³高炉炉缸死

料柱焦炭内部也发现了大量高炉渣的存在。以上研究表明，无论小高炉还是大高炉和巨型高炉，下降到炉

缸渣层的焦炭均会渗入大量的高炉渣，填充在焦炭气孔中，这是个普遍现象。

众所周知，高炉渣的密度要远小于铁水的密度，熔融的高炉渣会浮在铁水液面上。然而，随着铁水层

焦炭的渗碳作用，焦炭不断被消耗，渣层中的焦炭向下移动，更新替换铁水层的焦炭，导致渗入到焦炭内

部的高炉渣也随之进入到了铁水层。这意味着铁口中心线以下的铁水层是存在高炉渣的，且只要有死料柱

焦炭的地方就有高炉渣的存在，这可以由牛群等
[4]
对安钢 2800m³高炉死料柱底部焦炭分析证实。

穿过渣层的铁水是不饱和的，进入铁水层后，铁水主要靠渗碳来提高铁水的含碳量，碳的来源主要是

焦炭和炭砖。携带有高炉渣的焦炭进入铁水层后，随着焦炭碳的不断溶解，高炉渣开始暴露出来，熔点高

于铁水温度的高炉渣会以液体形式存在，随铁水一起流动脱离焦炭，反之则以固态形式存在，继续留在焦

炭表面，减小了铁水与焦炭碳的接触面积，降低焦炭碳的渗碳速度，加速直接与铁水接触位置处炭砖碳的

溶解，降低炉缸寿命。随着焦炭碳的不断溶解，焦炭表层固态的高炉渣逐渐脱落焦炭进入铁水中，增加铁

水粘度，降低铁水流速。由于大高炉炉缸直径大，很难吹透中心，炉缸中心温度低，铁水温度低，会导致

中心低温区域部分高炉渣以固态的形式存在，固态高炉渣在上浮的过程中堵塞中心死料柱焦炭之间的空隙

度，减少铁水的流动通道，加剧铁水环流和炭砖侵蚀，降低炉缸寿命。因此，高炉要通过合理的布料矩阵，

来引导高温煤气穿过中心，提高中心死料柱的活跃性，延长高炉寿命。

由于冷却壁的冷却作用，导致侧壁附近铁水温度相对较低。低温一方可能会使液态高炉渣凝固，增加

铁水粘度；另一方面会增加铁水和高炉渣的粘度
[9]
，降低炭砖热面附近的铁水流速。由于炭砖碳的溶解，一

方面使其内部的灰分（SiC、Al2O3、SiO2等）暴露出来，而 SiO2、Al2O3及填充炭砖气孔的 SiC 和高炉渣渣润

湿较好
[10]
，导致流速较低的铁水中的高炉渣流动到炭砖热面能够与炭砖灰分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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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炭砖不被铁水冲刷和溶解；另一方面炭砖碳溶解会使炭砖表面粗糙不平，为高炉渣粘结在炭砖热面提

供条件。由此可见，在高炉正常生产时，铁口中心线以下也是有条件形成含有高炉渣保护层的。铁口以下

炭砖热面能够粘结含有高炉渣的保护层已被多位学者证实
[11-12]

。

值得注意的是死料柱底部以下的无焦空间由于没有焦炭的存在，高炉渣是不存在的。这也意味着无焦

空间对应的炉缸侧壁炭砖热面是无法粘结高炉渣的，只能依靠凝固的铁水来保护其不受铁水的冲刷侵蚀。

铁水熔点要比高炉渣熔点低很多，这也就要求无焦空间对应的炭砖热面温度要低于铁水熔点才能够形成保

护层。此外，凝固铁的导热系数很大，形成较厚的凝固铁水是不容易的。通过模拟渣铁对炭砖的侵蚀实验

发现，只要条件适宜在炭砖热面是可以形成凝固的渣层和铁层的，如图 8 所示。然而，粘结的铁层很容易

与炭砖分离，而粘结的高炉渣层则比较牢固，不易与炭砖分离。这是由于铁水与炭砖不润湿
[10]

导致的，高

炉渣与炭砖灰分润湿[10]等导致的。以上分析说明，死料柱浮起的高炉无焦空间对应的炉缸侧壁炭砖由于无

法形成适宜厚度及稳定的保护层，导致其易于形成“象脚状”侵蚀，这可能是引起炉缸“象脚状”侵蚀的

主要原因之一。

图 8 渣铁侵蚀实验后照片

4 结论

（1）距风口水平面较近区域焦炭（DM1.5）中的无机矿物质主要由霞石（NaAlSiO4、K(Na,K)3Al4Si4O16）、

刚玉（Al2O3）、钾霞石（KAlSiO4）和镁铝尖晶石（MgAl2O4）组成，而距风口水平面较远区域焦炭（DM3.0、

DM4.5 和 DM4.8）中的无机矿物质主要由钙铝黄长石（Ca2Al2SiO7）和钙镁黄长石 （Ca2MgSi2O7）。

（2）高炉渣铁能够渗入到炉缸焦炭内部，这是高炉普遍存在的现象。

（3）铁口中心线以下区域，只要有死料柱存在的地方就会有高炉渣的存在，高炉渣的存在为炭砖热面

形成保护层提供了物质基础。

（4）高炉渣粘结在炭砖热面可以稳定存在，而铁水凝固在炭砖热面不易稳定存在，易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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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例球团高炉设计研究

王春龙；全强；祁四清；赵艳霞；曹英杰；李平潮

摘要：提高熟料比和入炉矿石品位，优化炉料结构是高炉强化冶炼、优化操作指标的一个有力手段。伴

随着球团矿生产能力的提高、炼铁技术的进步以及环保的压力，高比例球团高炉冶炼成为我国高炉炼铁

的发展趋势。本文首先调研了国内外高比例球团的应用现状；其次，阐述了高比例球团对高炉冶炼的影

响以及炉料结构的变化；最后，从高炉内型及冷却结构方面探讨了高比例球团高炉设计。希望借此能在

设计方面给予国内高比例球团高炉炼铁帮助，从而推动炼铁技术进步，积极响应节能减排号召。

关键词：高炉设计；球团矿；炉料结构

1 国内外高比例球团高炉冶炼现状

提高熟料比和入炉矿石品位，优化炉料结构是高炉强化冶炼、优化操作指标的一个有力手段。球团矿

作为高炉炼铁炉料的精料，有利于高炉炼铁实现高效、优质、低耗的目标，并且，由于球团矿的生产能耗

远远低于烧结矿，伴随着近两年环保政策的出台，球团矿的生产增速得到了大幅提高，球团矿在高炉炉料

结构中的占比也不断增加，据统计，中国炼铁年产量由 2001 年的 15554 万吨增长到 2017 年的 71076 万吨，

球团矿产量由 2001 年的 1784 万吨增加到 2016 年的 24371 万吨，球团矿占炉料的比例由 2001 年的 6.95%

增加到 2016 年的 19.68%。2001 年~2016 年中国生铁和球团矿年产量情况见图 1
[1]
。

表 1 2001 年~2016 年中国生铁和球团年产量

从世界范围看，球团矿产能自 2004 年 3.37 亿吨增长到 2015 年的 7.62 亿吨，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中

国、印度、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增长，欧洲球团矿需求量约为 4700 万吨/年，除了高炉球团矿炼铁外，欧洲

还大量生产直接还原铁，因此，欧洲的球团矿需求量相对稳定。

1.1 国内高比例球团高炉冶炼现状

我国炉料结构基本为 70%-80%高碱度烧结矿，配加 10%左右酸性球团矿和 10%左右块矿。但是，结合内

外部条件，一些高炉也尝试进行高比例球团的冶炼。

湛江 5050m³高炉在 2017 年 9 月进行过高比例球团矿的生产，球团矿比例接近 20%，相对于低球团比时，

入炉品位提高了 3%，焦比上升了 10kg/t，煤比下降了 10kg/t，铁水成本上升了 8 元/tp，利用系数基本持

平，日产量与基本持平
[2]
。

昆钢 6 号 2000m³高炉曾于 2005 年转变炉料结构（24%球团矿+76%烧结矿），达到了提高产量、降低消耗

的目的。后期又在烧结机大修期间进一步提高球团矿的入炉比例至 30%左右，高炉顺行也较为稳定
[3]
。

八钢 1 号 350m³高炉在 2006 年因烧结机能力不足，球团矿入炉比例达到了 80%，高炉炉墙结厚，崩悬

料增加，产量降低，后来通过调整装料制度使高炉得以顺行，产量提高，但是燃料消耗增加。2007 年 1 月

份烧结产能扩大，球团矿比例下降至原水平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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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钢 5 号 4350m³高炉在 2013 年调整炉料结构，球团矿入炉比例由 20%逐步调整至 37%，期间出现了炉

身下部热负荷频繁波动、炉体热负荷升高、煤气流不稳定、炉况不顺等情况，通过上下部操作制度合理调

剂，提高烧结矿碱度等手段实现了较好的生产技术指标（如表 1 所示）
[5]
。

表 1 太钢 5 号高炉技术经济指标

月份 球团矿比例，% 炉缸面积利用系数，t/(m
2
.d) 休风率，% 燃料比，kg/t 焦比，kg/t 煤比，kg/t

2 19.83 67.0 0 515.5 321.3 184.4

3 24.13 65.4 0 514.6 318.3 190.6

4 30.44 61.5 4.47 514.6 316.3 190.6

5 31.01 64.8 0.40 514.9 330.5 180.8

6 27.07 65.1 0.22 511.5 340.7 170.8

7 24.69 60.4 6.45 511.7 328.5 181.0

唐钢不锈钢 1 号 450m³高炉于 2017 年 9 月开始进行高比例球团冶炼的工业试验，采用镁质熔剂球团矿

和镁质酸性球团矿，实现了 141 天 60%以上高比例球团矿冶炼，但受配加钛矿、控制冶炼强度等护炉措施的

影响，技术经济指标提升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基本维持了试验前的水平，燃料比仍维持在 550kg/t 左

右[6]。

中冶京诚（营口）中试基地 580m³制气炉于 2009 年进行全球团生产，5 月 4 日开炉采用 50%球团+50%

烧结矿的炉料结构，后期逐步增加球团矿比例，于 7 月 13 日实现了全球团冶炼，炉况顺行稳定，各项指标

满意。

首钢伊钢已经实现了长期 100%球团矿冶炼，首钢京唐 5500m3大型高炉已经实现了 55%高球比长期冶炼。

高比例球团冶炼在我国已经开始应用，但是，总体来看，高炉操作指标没有取得相应的提高，大多还

处于摸索阶段，以解决操作难点、实现高炉顺行为目标。

1.2 国外高比例球团高炉冶炼现状

球团法最显著的优点是能耗低、污染小、产品含铁品位高，其中氧化球团工序能耗仅为烧结工序能耗

的一半。由于球团的这些优点，发达国家很早就大力发展球团矿的生产， 炼铁炉料中球团矿配比逐渐提高，

有些高炉甚至采用 100%球团矿入炉炼铁。国外部分高炉的炉料结构如表 2 所示。

表 2 国外部分高炉的炉料结构

主要指标 Hoogoven,No.7 Hoogoven,No.6 NMH,No.3 Bremen,No.3 Salzgitter, No.B Linz, No.A

高炉容积/m
3

4450 2678 805 1623 3327 2772

工作容积/m
3

3790 2328 714 1424 2530 2454

炉缸直径/m 13.8 11 6.3 9.2 11.2 10.5

利用系数/t·（d·m
3
）

-1
2.22 2.71 1.58 2.12 1.75 2.00

炉料结构/kg 1534 1533 1642 1602 1575 1649

烧结矿/% 44.2 44.58 0 0 35.62 38.52

球团矿/% 52.7 53.71 63.89 72.41 42.03 37.97

块矿/% 3.1 1.71 36.11 27.59 22.35 23.51

球团矿碱度

R3＞0.5/kg 807 818 739 1160 608 0

R3＜0.5/kg 0 0 310 0 54 620

德国第二大钢铁公司Salzgitter B高炉和奥钢联Linz钢厂A高炉的球团矿比例~40%，Bremen3号 1623m

³高炉采用了 70%球团+30%的块矿进行冶炼，NMH 3 号 805m³高炉球团矿比例~63%。

荷兰 Hoogoven6 号 2678m³高炉和 7 号 4450m³高炉的球团矿比例~50%，烧结矿比例~45%，艾默伊登 7 号

高炉球团矿比例~52%。

瑞典和芬兰的钢铁企业取消了烧结机，炉料结构为 90%球团+10%循环废料压块。其中，瑞典的 SSAB 公

司 Luleå 3 号 3224 m³高炉 2000 年 8 月投产，年产生铁 230 万吨，采用全球团冶炼，炉况顺行，取得了很

好的操作指标，煤气利用率达到 55%，焦比 305 kg/tHM，煤比 150 kg/tHM，由于入炉品位高，渣比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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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kg/tHM。

北美是以球团矿为高炉主要炉料的地区，2014 年平均炉料组成为 92%球团+7%烧结矿+1%块矿（不包括

额外约 6%的金属料）。在 29 座高炉中，17 座使用 100%球团，其中 60%是碱性球团，40%是酸性球团
[7]
。

综合来看，国外高比例球团冶炼技术远远领先于国内。

2 高比例球团高炉冶炼特点

2.1 高比例球团对高炉操作的影响

虽然球团矿具有品位高的优点，但是，与高碱度烧结矿相比，高温冶金性能较差，存在软熔温度相对

较低、软化滴落温度区间宽、料层透气性差、还原膨胀率高等不足。因此，高比例球团高炉冶炼存在一定

困难。

（1）球团矿堆积角小，抑制中心和边缘煤气流的发展

球团矿具有平均粒度小、粒度均匀、易滚动、自然堆角小（仅24°～27°）等特性，随着球团矿比例

提高，在同样的布料角度、布料模式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球团矿将会向中心和边缘滚动，进而引起高炉中

心和边缘两股煤气流逐渐减弱，同时上部矿焦比分布也会发生变化。而且部分球团还进入了焦层，形成了

球焦混合层，整体炉料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大比例熔剂性球团冶炼下的炉料分布见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

中心及边缘的球团矿料层较厚。

图 2 大比例熔剂性球团冶炼下的炉料分布

（2）软熔带位置上移，宽度增加，透气性变差

球团矿比例增加后高炉块状带空隙度下降及软熔带位置上移和宽度增加，煤气流受阻，造成上部压差

升高；随着酸性球团矿入炉比例增加，会造成高炉熔渣变粘，导致高炉下部压差升高，因此造成高炉整体

压差升高。

一般而言，球团矿的粒度范围10-14mm，烧结矿的粒度18-24mm，焦炭的粒度45-60mm。随着球团矿比例

的提高，高炉矿石平均粒度必然下降，根据相关文献报道
[8]
，球团矿比例每增加10%，矿石的平均粒度下降

1mm。当矿石的平均粒径下降时，高炉块状带的炉料粒度差别值dp/Dp（即矿石平均粒径/焦炭平均粒径）减

小，块状带孔隙度ε呈下降趋势。而煤气流速、煤气密度及炉料的形状系数变化不大，因此，炉料在块状

带的阻力损失呈上升趋势，这就会造成高炉上部压差升高，不同孔隙度和炉料平均直径对块状带压差的影

响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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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孔隙度和炉料平均直径对块状带压差的影响

随着球团比例的提高，高炉综合炉料的矿石软化开始温度降低，软熔带位置上移（如图4所示），同时

矿石的软化区间变大，软熔带变宽
[8]
。且在同一高度位置上，软熔带的厚度也随着球团矿比例的提高而变宽，

这会造成高炉中部压差升高。软熔带的阻力损失占整个料柱阻力损失的80%，软熔带的透气性制约着整个高

炉的生产顺行，因此需要生产采取措施控制不利影响。

图 4 球团矿比例提高对软熔带位置的影响

（3）炉体热负荷波动增加

当入炉球团矿比例增加时，由于其滚动性，易导致块状带空隙率下降，软熔带位置上移，宽度变宽，

煤气流受到影响，从而导致炉体热负荷波动增加。太钢5号高炉在球团矿入炉比例达到30%以上时，炉体热

负荷波动频繁，主要集中在炉腰和炉身下部区域，且热负荷在22~38GJ/h的高位运行，炉体温度场发生改变，

炉身下部温度波动频繁，炉体各段热负荷及各段温度变化如图5和6所示
[5]
。

图 5 太钢 5 号高炉炉体热负荷变化 图 6 太钢 5 号高炉炉体温度变化

2.2 高炉炉料结构的变化

合理的炉料结构对高炉的生产指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入炉矿含铁品位提高 1%，高炉燃

料比下降 1.5%，生铁产量增长 2.5%，渣量减少 1.5%。如果高炉全部使用球团矿，要比使用烧结矿的燃料比

下降 11.52%，生铁产量增长 19.2%。据统计，2017 年重点钢铁企业球团矿含铁品位为 63.60%，烧结矿含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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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为 55.79%，增加球团矿比例可有效地提高入炉矿含铁品位
[9]
。因此，理论上讲，炉料结构中应尽可能

提高球团矿的比例。

我国的铁矿粉品位较低，生产球团矿的铁精粉以进口为主，受限于进口原材料价格及运输成本，我们

的炉料结构中烧结矿占比较大，球团矿只是作为高炉生产的调剂手段。但是，近两年环保政策的出台，以

及炼铁技术的进步，我们需要对高炉炼铁中的炉料结构进行进一步审视和调整，以寻求最低的冶炼成本和

最佳的环保效果。

从 1990 年到 2013 年欧盟 15 国炉料结构的变化来看（如图 7 所示），入炉球团矿的比例不断增加（大

部分在 40~50%）
[7]
。欧盟高炉入炉球团矿比例高，一是环保的原因, 烧结厂的生产和建设受到严格限制；

二是为了进一步改善高炉炼铁指标，充分发挥球团矿在高炉炼铁中优越的冶金性能。瑞典的 SSAB 厂为了实

现精品战略，高炉几乎采用 100 %球团矿，利用系数达 3.5 t/(m
3
·d)，综合燃料比 455 kg/t

[9]
。

图 7 欧盟 15 国炉料结构的变化（1990~2013年）

随着中国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深入和整体装备水平的提高, 氧化球团工厂的建设和生产技术也有了很

大的进展, 特别是大型链箅机—回转窑球团生产，首钢、武钢、柳钢、鞍钢等大型企业也都陆续建立了自

己的球团生产线
[10]

。国产球团矿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降低球团矿的使用成本，为入炉球团矿比例的提高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结合球团矿的自身特性、球团矿的生产能力以及炼铁技术的现状，认为目前高炉的炉料结构中球团矿

的比例~50%为宜。

3 高比例球团高炉本体设计研究

3.1 炉型

合理的炉型设计对高炉的生产起着先天性的作用。目前国内高炉的炉料结构基本都是以烧结矿为主，

炉型也是基于以烧结矿为主的炉料结构进行设计，在高比例球团高炉冶炼时，生产上只能从操作上采取措

施，以达到炉况的顺行。由于球团矿的冶金性能与烧结矿大不相同，因此，在炉型设计时也应有所不同。

（1）两段式炉身结构

球团矿在还原过程中会产生热膨胀而造成严重的高温还原粉化，相关研究指出
[11]

，球团之所以产生热

膨胀与球团含 Fe2O3有关。当赤铁矿还原为磁铁矿时，六面体结构转变为立方体结构，体积膨胀，其膨胀率

在 20%以下。随着还原的进行，当浮士体(FexO)转变为铁时，开始出现异常膨胀，体积可增加 100%甚至更

多，严重时达到 300%～400%。异常膨胀时铁晶粒自浮士体表面直接向外长出晶须，此晶须的生长造成很大

拉力，使铁的结构疏松从而产生很大的膨胀，并造成球团的高温还原粉化。

由冶金学原理可知，当高炉内温度＞570℃时，铁氧化物的还原顺序为 Fe2O3→Fe3O4→FexO→Fe，在温度

＜570℃时，FexO 不能稳定存在。高炉炉内炉料的温度分布见图 8。在 I 区中，刚入炉的炉料水当量较小，

W 料＜W 气，炉料升高 1℃所需热量小于煤气降低 1℃放出的热量，炉料很快被加热。因此，炉料进入高炉后，

在料面下不远处就被加热到 600℃以上，热交换很剧烈，为 FexO 的还原创造了热力学条件，球团矿体积开

始发生异常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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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高炉炉内炉料的温度分布 图 9 俄罗斯某高比例球团高炉炉身设计

炉型设计时，为了给球团矿提供热膨胀的空间，可以将炉身设置为两段式结构，即在炉身上部设置一

个折点，增加炉身上部容积，以充分释放球团矿的热膨胀，降低高温还原粉化现象造成透气性变差的影响。

由图 8 可知，在炉喉以下炉料温度即可达到 600℃以上，满足了 Fe2O3→Fe3O4→FexO→Fe 的热力学条件，且

炉料下降过程中温度不断升高，球团矿的膨胀逐步加大，因此，炉身折点的位置设定在炉料温度大于 600℃

的炉身上部块状带区域。俄罗斯某高比例球团高炉炉身设计见图 9。

（2）增加炉腰高度和直径

当采用高比例球团冶炼时，矿石软化开始温度降低，软熔带位置上移，高炉冶炼的软熔带处于炉腰部

位（如图 10 所示），同时矿石的软化区间变大，软熔带变宽，会造成高炉中部压差升高。由于炉腰是炉体

中直径最大的部位，可以通过增加炉腰高度和适当加大炉腰直径以适应软熔带位置的升高，改善料柱透气

性，即炉腰随着软熔带位置的升高和宽度的增加而加高、加大。俄罗斯某高比例球团高炉炉腰设计见图 11。

图 10 高炉冶炼断面图 图 11 俄罗斯某高比例球团高炉炉腰设计

3.2 冷却结构

当入炉球团矿比例增加时，炉体热负荷波动增加。国外高比例球团高炉普遍采用厚壁炉衬结构，以应

对热负荷的冲击。目前，国内高炉普遍采用薄壁炉衬结构，尤其在 2000m³级以上高炉占比更大，经过近些

年的发展，薄壁炉衬结构也趋于成熟。但是，也存在高热负荷区域冷却设备寿命较短的问题。实践证明，

一代炉役中，高热负荷区域绝大部分时间依靠冷却设备维持工作，如何通过采取合适的冷却强度和合理的

冷却结构使得渣皮快速形成、稳定存在是延长该区域寿命的关键。为此，国内一些高炉陆续使用了中冶京

诚设计的新型冷却结构——组合式冷却设备，即铸铁冷却壁热面镶嵌铜冷却条，它继承了板壁结合和薄壁

炉衬的优点，并且充分发挥了铜的冷却效果好的优点，在铜冷却条周围形成牢固的渣皮相当于“锚固钉”，

起到了“软板”作用，渣皮更稳定，应用效果较好
[12]

。

4 结语

提高熟料比和入炉矿石品位，优化炉料结构是高炉强化冶炼、优化操作指标的一个有力手段。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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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球团矿生产能力的提高、炼铁技术的进步以及环保的压力，高比例球团高炉冶炼成为我国高炉炼铁的

发展趋势。

根据球团矿的冶金特性，对高比例球团高炉内型的设计进行了探讨，建议采用两段式炉身结构，增

加炉腰高度和直径，并配置合理的炉体冷却结构。

高比例球团高炉冶炼是能够积极响应节能降排的号召，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各参与单位应积极探索

研究，形成高比例球团高炉炼铁的完整体系，促进我国高炉炼铁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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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炭反应性角度确定高炉入炉碱负荷上限

徐萌，蔡皓宇，竺维春，李荣昇，王冬青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43

摘要 本文采取风口取焦分析得到碱金属循环富集倍数及最大富集量，并计算得到高炉各带碱金属焦炭质

量比，然后根据碱金属循环富集模型反推获得碱金属硅酸盐的还原气化率及焦炭对碱金属蒸气的吸附率。

根据焦炭吸附碱金属实验及吸附后焦炭反应性实验获得碱金属焦炭质量比与焦炭反应性之间的关系。以焦

炭反应性 30%为上限，确定对应的软熔带碱金属蒸气浓度限值和最大富集量，从而计算高炉入炉碱金属负荷

上限。

关键词 高炉; 碱金属负荷；焦炭反应性

Study on Upper Limit of Alkali Load into BF Based on the

Coke Reaction Index
XU Meng, CAN Hao-yu, ZHU Wei-chun，LI Rong-sheng，WANG Dong-qing

Shougang R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y the analysis on tuyere coke sampling, the cyclic enrichment multiple and

maximum circulation had been obtained, and the weight ratio of alkali metals to coke had been calculated.

The reduction gasification rate of alkali silicate and the alkali vapor adsorption rate of coke had

been concluded based on the cyclic enrichment model of alkali metals in BF. According to experiment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lkali vapor adsorption rate of coke and CRI of that after adsorption,

the weight ratio of alkali metals to coke at cohesive zone and the maximum circulation of alkali metals

in BF had been defined referring to 30% CRI. Then, the upper limit of alkali load into BF had been

calculated.

Key Word: blast furnace; alkali load; coke reaction index

1 引言

循环富集的碱金属对焦炭的破坏日益引起重视，有关碱金属对焦炭催化劣化的实验研究和机理研究也

有很多
[1-6]

。但是，各家钢铁企业对高炉入炉碱负荷的确定仍然以高炉冶炼经验结合自身原燃料来源为主，

制定的碱负荷上限值从 2.5kg/tFe 到 12kg/tFe 差别较大
[7]
，缺乏较充分的依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结合理论、实验、经验、现场取样等多种手段，逐渐探索出

从焦炭反应性角度确定高炉入炉碱负荷上限的方法。首先，通过多次风口焦炭取样，分析得到碱金属循环

富集倍数及最大富集量，并计算得到高炉各带碱金属焦炭质量比；然后根据碱金属循环富集模型反推获得

碱金属硅酸盐的还原气化率及焦炭对碱金属蒸气的吸附率；其三，根据焦炭吸附碱金属实验及吸附后焦炭

反应性实验获得碱金属焦炭质量比与焦炭反应性之间的关系；最后，以焦炭反应性 30%为上限，确定对应的

软熔带碱金属蒸气浓度限值和最大富集量，从而计算高炉入炉碱金属负荷上限。

2 高炉碱金属循环富集模型与求解

2.1 高炉碱金属的循环富集量计算模型

高炉经过一个冶炼周期后，每吨铁的炉内碱负荷将由 Q
0

K增加到 Q1K，且 Q1K=Q
0

K(1+αβ)。这样不断循环

积累，且 QnK= Q
0

K〔1+αβ+(αβ)
2
+…+(αβ)

n-1
〕，积累越来越多，QnK永远大于 Q(n-1)K。但 QnK不可能无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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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当炉渣和炉顶煤气带出的碱量与碱输入 Q
0

K相等时停止增大， 即高炉内碱金属能达到的最大富集量
[8,9]

：

KK

n
KKK

n

n

n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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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

高炉炉渣内碱金属能达到的极限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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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公式（3）

Q
0

K——原料带入高炉的碱量，kg/t；

α——从炉渣中还原气化碱金属的比率，%；

β——煤气中总碱量被上部炉料吸收的部分，%；

S——渣量，kg/t；

C 终——高炉终渣碱金属含量，%。

2.2 确定还原气化率和吸附率

2.2.1 还原气化率热力学计算

运用 FactSage7.0 计算了过量 C 条件下 K2SiO3和 Na2SiO3被 C 还原的热力学。

图 1 压力 5kg/cm2 下碱金属的还原气化率随温度关系（左：K；右：Na）

图 2 温度 1800℃下碱金属的还原气化率随压力关系（左：K；右：Na）

由图 1 所示，炉料中的碱金属硅酸盐可以在风口回旋区被还原，由于风口回旋区温度高于 2000℃，所

以 K 的还原气化率可达 89%以上，Na 的还原气化率可达约 79%以上。由图 2所示，高压不利于碱金属还原气

化，但相比较而言温度对碱金属还原影响更大。

根据计算可见，碱金属硅酸盐应绝大部分在风口高温区被还原，剩余部分进入炉缸后由于温度低于

1600℃所以较难被还原。

FACSAGE 计算得到的是热力学结果，动力学还原行为需要实验，但不具备 1600℃以上的实验条件，因

此从高炉风口取样的碱金属富集数据反推还原气化率。

2.2.2 反推还原气化率和吸附率

炉渣中碱金属还原是一级反应

766766



kc
dt
dc



其中，k——反应速度常数，是渣的温度和成分的函数；

c——炉渣中碱的浓度，%；

t——时间，min。

当 t=0，C=C 始；当 t=平均放渣时间（分），C=C 终。由此可以得出 C 终/C 始=e
-kt
，所以从炉渣还原碱金属

的比率为：

kt-e-1
-


始

终始

C
CC


公式（4）

在炉渣成份，温度和放渣时间一定的条件下 k 和 t 不变，所以α也可视为常数不变。而β与煤气中碱

金属浓度，炉料比表面积及成渣带以上炉料总体积以及炉料和煤气的氧化能力等有关。当高炉碱积累达到

稳定时，β也可以视为常数不变。

理论上可以通过实验确定碱金属硅酸盐还原的反应速率常数，但由于实验条件限制，因此通过风口取

样反推还原气化率。以某高炉为例：

（1）根据风口取焦分析结果，高炉中钾的最大富集倍数约 8~12 倍，而钠的最大富集倍数约 3~5 倍。取

钾富集 10 倍，钠富集 4 倍。

图 3 风口取焦现场实物图

（2）高炉入炉 K2O 负荷 1.831 kg·t
-1

，Na2O 负荷 2.307 kg·t
-1
。高炉渣量 310 kg·t

-1
，炉渣中 K2O

含量为 0.453 %，Na2O 含量为 0.696 %。

（3）根据以上（式 2）和（式 3），联立计算得到高炉中 K 的还原气化率为 92.3%，K 的炉料吸收率为

97.5%；Na 的还原气化率为 76.6%， Na 的炉料吸收率为 97.9%。

3 从焦炭反应性角度确定高炉入炉碱负荷上限

3.1 技术思路

图 4 确定高炉入炉碱负荷上限的技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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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炉各区域碱金属与焦炭质量比分布

3.2.1 碱金属在高炉内分布

前述京唐高炉入炉 K2O 负荷 1.831 kg·t
-1

，Na2O 负荷 2.307 kg·t
-1
。根据风口取焦分析结果，确定

K2O 和 Na2O 的富集倍数分别为 10 倍和 4倍，极限富集量分别为 18.31 kg·t
-1
和 9.23 kg·t

-1
。

根据日本广畑 1 号高炉破损调研结果，富集的碱金属在高炉内的分布为：块状带 21.7%，软熔带 37.5%，

滴落带 40.8%
[10]

。所以该高炉内富集碱金属的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1 高炉内碱金属分布 （单位 kg·t-1）

碱金属
块状带 软熔带 滴落带

总富集量
21.7% 37.5% 40.8%

K2O 3.97 6.86 7.46 18.31

Na2O 2.00 3.46 3.77 9.23

合计 5.97 10.32 11.23 27.54

3.2.2 焦炭在高炉消耗分布

根据研究，焦炭在炉内不同区域消耗的百分比大约是：块状带溶损 10%，软熔带溶损 15%，滴落带消耗

20%，风口燃烧 45%，其它元素还原消耗+铁水渗碳 10%。

已知高炉焦比为 310 kg/t，假设高炉内焦炭的总量是不变的，焦炭的加入量和消耗量达到动态平衡，

则高炉内参与此动态平衡的焦炭在高炉内部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2 高炉内焦炭分布 （单位 kg·t-1）

焦炭
块状带溶损 软熔带溶损 滴落带消耗 风口燃烧 其它消耗+铁水渗碳

10% 15% 20% 45% 10%

进入量 310 279 232.5 170.5 31

消耗量 31 46.5 62 139.5 31

剩余量 279 232.5 170.5 31 0

3.2.3 碱金属蒸气与焦炭的质量比

已知高炉内部碱金属的分布和高炉消耗焦炭的分布，可计算出高炉不同区域碱金属与焦炭的质量比，

如表 3 所示。其中由于软熔带、滴落带和风口带较高的温度和良好的还原条件，碱金属在这三个区域内大

部分以单质碱蒸气的形式存在，同时也计算出单质 K 和 Na 与焦炭的质量比。

表 3 高炉内各带碱金属与焦炭质量比 （单位%）

碱金属 块状带 软熔带 滴落带 风口带

K2O 1.28 2.46 3.21 4.38

Na2O 0.65 1.24 1.62 2.21

K2O+ Na2O 1.93 3.7 4.83 6.59

K（g） — 1.88 2.46 3.35

Na（g） — 0.79 1.03 1.40

高炉软熔带是溶损反应最为剧烈的区域，在此区域内，焦炭受到的破坏较为严重，粒度下降的也较厉

害。从表 3中数据可以看出，在高炉软熔带区域，碱金属 K蒸气的浓度达到了 1.88%，Na 蒸气的浓度为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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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确定高炉入炉碱负荷上限

3.3.1 碱金属蒸气与焦炭反应性关系

图 5 碱金属蒸气浓度与焦炭反应性关系

通过焦炭吸附碱蒸气及吸附后焦炭反应性实验，得到图 5 所示的碱金属蒸气浓度与焦炭反应性之间的

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要使高炉中软熔带部位的焦炭质量达到一级焦的标准，即反应性 CRI 必须低于 30%，

则软熔带部位的单质 K 浓度得控制在 1.03%以下，单质 Na 浓度得控制在 1.02%以下。

3.3.2 反推计算碱负荷控制上限

若将软熔带的 K 和 Na 分别控制在 1.03%和 1.02%以内，通过反推计算，炉内 K2O 和 Na2O 总的富集量不

得超过 8.03 kg·t
-1
和 7.53 kg·t

-1
。

则根据（式 5）和（式 6）计算得到碱金属 K2O 和 Na2O 的限制入炉量分别为 0.80 kg/t 和 1.88 kg/t ，

该高炉碱金属 K2O+Na2O 控制上限 2.68 kg/t 。

Q
0

K= Q∞K（1-αβ） 公式（5）

Q
0

Na= Q∞Na（1-αβ） 公式（6）

4 结论

1）通过风口焦炭取样，分析得到高炉碱金属富集倍数和最大富集量，反推计算出碱金属硅酸盐的还原

气化率和焦炭对碱金属蒸气的吸附率，其中高炉中 K的还原气化率为 92.3%，K 的炉料吸收率为 97.5%，Na

的还原气化率为 76.6%， Na 的炉料吸收率为 97.9%，与 FACSAGE 计算结果一致。

2）通过焦炭对碱金属蒸气的吸附实验以及吸附后焦炭的反应性实验，绘制碱金属蒸气浓度与焦炭反应

性之间的关系曲线。确定了与 CRI30%相对应的高炉软熔带 K 蒸气和 Na 蒸气的浓度，依据高炉各带 K、Na 元

素与焦炭的质量比分布规律反推炉内 K2O 和 Na2O 的最大富集量，从而计算得到碱金属 K2O 和 Na2O 的限制入

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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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高炉热风管道波纹管补偿器失效原因与长寿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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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热风炉波纹管补偿器是热风炉管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吸收热风管道因温度和压力变化而

引起的膨胀和收缩，进行位移补偿的作用。波纹管补偿器钢结构失效、表皮温度过高是国内钢铁企业普遍

存在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研究通过对波纹管补偿器的解剖，结合对钢结构的着色探伤、金相分析以及耐

材的成分性能和微观分析，来探索现有波纹管出现高温点、泄漏等问题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波纹管修复

与长寿技术方案。

关键词：热风炉，波纹管，失效，焊接质量，耐材结构

Research on reasons of failure and longevity of hot blast stove corrugated

pipe in large blast furn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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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t blast stove corrugated pip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ot blast stove pipe system，

for the role of absorption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caused by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changes of hot blast pipe and compensation of displacement. Corrugated pipe steel structure

invalidation and the high skin temperature is widespread and urgently needs to solve in the domestic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We used dissection of corrugated pipe，penetrant inspection，

metallographic analysis constituent，properties and micro analysis of refractory materials to

study the cause of hot spots and leaks of hot blast stove corrugated pipe. Finally, the technical

proposal for repair and longevity of hot blast stove corrugated pipe is proposed.

Key words: hot blast stove，corrugated pipe，failure，welding quality，refractory material structure

热风炉热风管道是高温高压管道，包括热风总管、热风支管、热风环管等，热风管道在使用过程中受

力情况较为复杂，有温差应力、结构应力和盲板力等，因此在热风管道的适当位置都安装有适量的波纹补

偿器。波纹补偿器的主要作用就是吸收热风管道因温度和压力变化而引起的膨胀和收缩，进行位移补偿，

还具有减震和抗冲击的性能，保证热风管道结构的安全。波纹管补偿器结构失效、窜风漏气、表皮温度过

高是国内钢铁企业普遍存在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
[1-7]

，一方面涉及热风管道的运行安全，另一方面也影响正

常生产期间的风温使用，并构成生产和安全的重大隐患。

本研究通过对已服役的热风炉波纹管结构进行解剖研究，结合对钢结构的着色探伤、金相分析以及耐

材的成分性能和微观分析，来探索现有波纹管出现高温点、泄漏等问题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波纹管修复

与长寿技术方案。

1. 热风炉波纹管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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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补偿器的解剖采取先拆上部钢壳，而后拆除其内部耐材的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过程：1）上部

钢壳的拆除；2）逐层拆除上部耐材；3）逐层拆除下部耐材；4）钢壳探伤和切割取样。在整个施工过程中，

以不破坏耐材结构，不影响对耐火砖的调查为准。

钢壳

喷涂料

轻质黏土砖

轻质高铝砖

红柱石砖

图 1.1 波纹补偿器结构示意图

波纹补偿器的高温点主要集中在热风阀侧靠近法兰盘的碳钢的上部区域，经过对其下部耐材的拆解发

现以下情况：

（1）其下部第一层耐材虽然挡砖圈附近耐材破损严重，但耐材表面并未发现有明显烧蚀痕迹，说明热

气流并未达到喷涂层表面；

（2）其下部第二层耐材有明显的砖缝存在，并在砖缝周围发现有明显的烧蚀，同时第一层砖下部也有

明显的烧灼痕迹，说明热气流可抵达第一次耐材下部；

（3）相同位置第三层（工作层）耐材状态完好，并砖与砖间并未发现有缝隙存在，说明热气流并未从

工作层穿过；

（4）第二层和第三层靠近热风阀的耐材表面均有明显的烧蚀情况发生，说明有热气流通过；

（5）同时第一层还有明显的突出情况发生，说明层间结合不够紧密。

依据以上证据推断，高温点是由于热风阀和波纹补偿器之间串入热风，由于不同砖层之间有一定空隙，

热风近一步进入到不同砖层之间，通过个别砖和转之间的空隙形成环流，从而造成波纹补偿器的局部过热。

2. 波纹管补偿器钢结构失效分析

将所取得的钢壳内表面的喷涂料去除，并进行着色探伤。对波纹管的所有焊缝进行了取样并开展了金

相分析。

图 2.1 接管与扁钢板焊接处

从图 2.1 可以看出， 1）明显熔化深度不够，焊缝的熔化深度对焊接接头的质量有极大关系，熔化的

溶液较少导致熔化深度不够，焊缝牢固性降低；2）图中黑色部分为夹渣，焊接中残留在焊缝中的熔渣，并

由熔渣处引发裂纹；3）有未熔合，焊缝金属和母材金属之间未熔化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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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包覆钢板焊接处

从图 2.2 可以看出，补焊的钢板存在磷偏析的问题，焊接熔池一次结晶过程中，由于冷却速度快，已

凝固的焊缝金属中磷成分来不及扩散，造成分布不均，产生偏析，这种偏析极易裂纹。

图 2.3 扁钢与管壁焊接处

从图 2.3 可以看出 1）焊接部位仅进行了单面焊接；2）裂纹发展速度快，可能是维修过程中造成；3）

存在过火现象（可能为切割造成）。

图 2.4 波纹与接管焊接处

从图 2.4 可以看出，两层不锈钢间存在开裂的情况。

分析发现：1）各个焊接处均存在着不同情况的焊接质量问题，并且部分质量问题已引发裂纹生成，但

并未裂透而使波纹管失效；2）由于波纹管制作过程中涉及焊接加工位置较多、焊接形式多样，应考虑结合

实际施工过程做进一步分析，以判断在波纹管设计和加工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改进空间。

3. 波纹管补偿器耐材结构失效分析

3.1 耐火材料化学成分分析

首先对取到的打浆泥料、砖接缝料和烧结相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和衍射分析，其表观形貌和结果分别

如图 3.1 和表 3.1、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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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1）打浆泥料、2）砖接缝料、3）烧结相的表观形貌

表 3.1 1）打浆泥料、2）砖接缝料、3）烧结相的成分分析结果

编

号
名称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K2O Na2O S ZrO2 P2O5 灼减

1 泥料 42.73 33.14 2.26 0.63 0.47 0.17 0.010 － 3.78 0.67 14.31

2
砖接缝

料
43.43 34.26 8.10 1.95 0.92 2.13 4.79 0.087 2.36 - -

3
砖熔化

物
53.38 33.70 1.64 0.94 0.48 4.24 3.73 0.042 0.12 -- -

泥料的基础配方是由首钢技术研究院耐火材料专业开发的，化学成分分析中发现灼减烧矢量较大，经

与厂家进行沟通，厂家在原基础配方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重新对泥料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如表 3.1 所示。

表 3.2 1）打浆泥料、2）砖接缝料、3）烧结相的 X衍射分析结果

编号 名称 物相分析结果

1 泥料
Al2Si4O10 25.2%；SiO2 34.1%；Fe2.45Si0.55O4 10.9%；Al2SiO5 18.8%；

Na2-K2O-Al2O3-SiO2 11%。

2
砖接

缝料

(Ca,Na)(Si,Al)4O8 19.3%；alpha-Al2O3 8%；(Na,K)Ca2(Mg,Fe)4Al(Si6Al2)O23

16.6%；(Na,Ca)(Al,Mg)Si2O6 9.5%；Na2S4 8.8%；Ca3Al2O6 13.4%；Fe2O3 10.1%；

CaFe2O4 14.2%。

3
砖熔

化物
非晶态

2 号样品(砖接缝物)和 3 号样品(砖烧结相)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SiO2 和 Al2O3，从这两种的化学成分看，

这两种物质大部分应为耐火材料，但 Fe2O3、K2O 和 Na2O 含量较高，不属于耐火材料本身。

3.2 泥料的分析

实验室用高温加热炉将泥料进行不同温度的处理，查看灼减损失量，处理结果如表 3.3。根据相关资料，

酚醛树脂在 1000℃处理时，其氧化开始温度约为 500℃，氧化峰值温度约为 560℃；从灼减的结果看，基本

1000℃*3h 的损失量应该主要为酚醛树脂的氧化，基本与实际测得的化学成分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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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1000℃*3h 泥料处理

表 3.3 泥料不同温度损失计算

处理前（g） 处理后（g） 损失（%）

110℃*24h 408.15 407.64 0.12

200℃*24h 407.64 403.15 1.10

500℃*30min 5.02 4.81 4.18

1000℃*3h 4.81 4.55 5.41

总损失量 10.81

3.3 烧结相的分析

下图为烧结相进行 X 衍射分析的部位。

图 3.3 烧结相 X衍射分析部位

对样品进行 X 射线衍射分析，经分析，这 7 个部位绝大部分为非晶态物质，只有有限晶态部分，可能

含有的相如下表。

表 3.4 X 衍射分析结果

位置 物相分析相

1 Ca1.82Al3.64Si0.36O8 Na2O2

2 Al2O3 Ca3Cl2SiO4

3 Al2O3 SiO2 Na2Mg2Fe(PO4)3

4 MgSiO3 NaCa2Si4O10F

5 Al2O3 Ca4Al6Si6O24CO3 Al6Si2O13

6 NaAlO2 Fe2.45Si0.55O4

7 Ca12Al14O33 Al2SiO5 beta-NaFe2O3

测试该熔化物的熔点，熔点 1371℃，软化温度 1298℃，流动温度 1503℃。从熔点和软化温度均估计，

形成该熔化物的温度至少在 1200℃以上。从扫描电镜和衍射分析结果上可以看出，3号样品主要有 Al、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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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Ca 和 O 组成， K，Na 较高，一般不是由耐火原料带入，因此怀疑应该是砖或者砌筑砖的火泥与热

风炉的热风带来的 K 和 Na 反应生成了此熔化物。

4. 波纹管补偿器长寿技术方案

通过同波纹管的解剖，以及耐材和钢壳的分析结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1）引起波纹补

偿器上部出现高温点的原因。热风阀侧靠近法兰盘的碳钢的上部区域出现高温点的原因为热风阀和波纹补

偿器之间串入热风，不同砖层之间有一定空隙，热风近一步进入到不同砖层之间，通过个别砖和砖之间的

空隙形成环流，从而造成波纹补偿器的局部过热；2）波纹补偿器碳钢下部位置出现开裂的原因。底部交错

可自由滑动的两层钢板接触紧密，造成其底部移动不完全，使得波纹管圆周方向受力不均，底部应力释放

不完全，引起与波纹管相连接的碳钢部分应力值过大，而引起开裂。因此课题组将提高波纹管使用寿命的

目标分解为防止从热风阀和波纹管间串风和防止波纹管底部自由滑动钢板紧密接触。并从波纹管的钢结构

设计、耐材设计、安装工艺过程提出相应的技术建议。

4.1. 波纹管钢结构改进建议

结合结构图纸对解剖后的管壁观察发现，本应存在缝隙的钢板紧贴在一起，造成其底部移动不完全，

使得波纹管圆周方向受力不均，底部应力释放不完全，引起与波纹管相连接的碳钢部分应力值过大，而引

起开裂。建议在波纹管加工过程中，通过左右相套两管的不中心重合的固定方式来增加波纹管下部钢板之

间的距离，防止承载耐材后，受重力影响钢板间距，影响波纹管的正常移动，减少碳钢部位的应力。

4.2. 耐材结构改进建议

由于热风阀和波纹补偿器之间空隙较大，易串入热风，同时不同砖层之间有一定空隙，热风近一步进

入到不同砖层之间，通过个别砖和砖之间的空隙形成环流，进而造成的波纹补偿器的局部过热，因此解决

此问题最重要的是切断气流的通路。由此建议波纹管靠近热风阀一侧最外层的耐材不适用三层结构，而使

用和热风阀相对应的位置一样的单层结构，减少接口位置的砖缝。如下图所示。

图 4.1 波纹补偿器和热风阀接口位置耐材

4.3. 安装工艺改进建议

在波纹管耐材解剖过程中发现，挡砖圈附近耐材破损严重，并且仅有挡砖圈附近的耐材破损严重，说

明该挡砖圈附近耐材受到了来自挡砖圈的压力，并且该压力超过了该区域异型耐材所能承受的压力。结合

工艺条件和生产维护过程分析，认为该区域的严重破损应为在热风阀更换过程中，对波纹管过度施加压力，

造成波纹管收缩长度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范围，从而使挡砖圈区域的耐材受力异常，从而大规模破损。因

此建议在施工过程中，如需压缩波纹管长度，应考虑严格遵守其所能承受的压缩量的限制，且不可为易于

施工，而强行对波纹管进行超过其压缩量限制的压缩施工。

5. 结语

（1）波纹补偿器失去位移补偿的原因，有大量不明来源的渣相流入到波纹补偿器下部的膨胀缝中，并

凝固形成坚硬块状物留在波纹，补偿器的膨胀缝中，将膨胀空间堵死，从而造成波纹补偿器失去了位移补

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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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纹补偿器上部有高温点的原因，由于热风阀和波纹补偿器之间串入热风，由于不同砖层之间有

一定空隙，热风近一步进入到不同砖层之间，通过个别砖和转之间的空隙形成环流，从而造成波纹补偿器

的局部过热；

（3）对高温点的控制，建议不要采取打浆的措施，因为同层砖与砖之间结合紧密，泥浆只能流入膨胀

缝，应从堵塞层与层之间的空隙角度考虑控制措施；

（4）针对碳钢部分开裂的问题，如果确定由内部钢板下沉造成位移释放不完全造成的，则应从波纹管

的钢壳的结构设计上考虑解决办法；

（5）挡砖圈附件耐材破损严重，虽然并未有明显证据证明它与高温点之间的必然联系，但也确实给波

纹管的安全运行带来了隐患，因此应该考虑对挡砖圈和其附近的耐材结构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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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2对含钛高炉初渣物相转变与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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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为了研究含钛高炉初渣的形成过程和各种物相成分相互作用、迁移重组过程，明晰 TiO2对高炉初渣形成的影响

规律，利用 Factsage 热力学软件及旋转柱体式黏度仪研究了 TiO2质量分数对高炉初渣熔化温度、物相转变行为以及初渣黏

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增加，含钛高炉初渣熔化温度升高，TiO2质量分数从 4 wt%增加到 16 wt%，

其熔化温度从 1360℃增加到 1410℃，增加了 50℃；含钛高炉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对初渣中各种物相组成的转变和比例都有

较大的影响，随着 TiO2质量分数的升高，初渣固液相共存的温度区间变大，会使高炉软融带变宽；TiO2对含钛高炉初渣黏度

的影响相对较为复杂，当 TiO2质量分数在 4～8 wt%时，含钛高炉初渣黏度-温度曲线呈现出“碱性渣”的形态；当 TiO2质量

分数为 16 wt%时，含钛高炉初渣黏度-温度曲线呈现出“酸性渣”的形态。

关键词：TiO2；高炉初渣；物相转变；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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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iO2 on phase transition and viscosity of

Ti-bearing primary s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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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 of TiO2 on the formation of blast furnace slag was clarified in order to study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primary slag, the interaction, migration and recombination of various phase components of Ti-bearing

primary slag in blast furnace. Factsage7.1 system and viscosimeter were appli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iO2 content

on melting temperature, phase transition and viscosity of primary sla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iO2 content in primary slag (from 4 to 16wt%), the melting temperature increased from 1360 ℃ to 1410 ℃,

increased by 50 ℃. TiO2 content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oportion of all kinds of phase

compositions in the primary slag. The temperature that liquid phase slag appeared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iO2 content. Meanwhile, the melting temperature of primary slag increased. In other words, the temperature

range of solid-liquid phase coexistence became larger, which would make the cohesive zone of blast furnace become

wider. The effect of TiO2 content on primary slag viscosity was complex. When TiO2 content was in the range of

4 ~ 8 wt%, the viscosity-temperature curve presented as "alkaline slag", and TiO2 content had little impact on

the viscosity above 1340 ℃; When TiO2 content was 16 wt%, the viscosity-temperature curve of primary slag appeared

as "acidic slag".

Key words: TiO2; Primary slag of blast furnace; phase transition; visc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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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我国推广的使用含 TiO2炉料进行护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延长了高炉使用寿命，改善了

高炉炉况，其中主要的含钛护炉原料有含钛球团、高碱度含钛烧结矿等
[1-4]

；另外，我国除了攀钢、承钢和

马钢等有钒钛矿资源的炼钢厂外，还有许多钢铁企业在使用含钒钛烧结矿进行高炉冶炼实践，其高炉冶炼

过程中所使用的一般为中低钛型高碱度烧结矿。以上所述高炉冶炼实践，由于使用了含钛物料，使得高炉

内初渣的形成及初渣黏度不同普通高炉冶炼
[5]
。因此，有必要对含钛高炉初渣形成过程中的物相转变以及

TiO2对高炉初渣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改善高炉护炉效果和中低钛型烧结矿高炉冶炼状况。

高炉初渣形成主要位于高炉软熔带内。在高炉内部，炉料从开始软化到滴落的区域称为软熔带。在高

炉生产中，保证炉料均匀稳定的下降，控制煤气流均匀合理分布，是高质量冶炼的关键
[6-8]

。炉料在下降过

程中被加热到一定程度后，开始软化，随着加热过程的进行，渣铁温度继续升高，直至熔融滴落。软熔带

内发生多种固液反应，同时也形成高炉初渣。由于初渣的形成，矿石层对煤气阻力很大，决定煤气流运行

状态的是焦窗通道总面积及分布。因此，软熔带中初渣的特性直接影响着高炉煤气流的分布，对高炉的顺

行与取得优异的生产指标起着重大影响
[9-10]

。

因此，本文针对含钛初渣的形成过程和各种物相成分相互作用、迁移重组过程，利用 Factsage 热力学

软件研究高炉初渣的液相生成规律，明确含钛高炉初渣形成机理，包括初渣形成过程中成分和物相的变化，

研究 TiO2质量分数对初渣熔化温度和物相转变影响；同时，采用旋转柱体法测定含钛高炉初渣的黏度并分

析 TiO2质量分数对黏度的影响，进而分析改善含钛高炉初渣性能的因素，为含钛物料高炉冶炼提供理论支

持。

2 试验原料及试验方法

2.1 初渣成分的确定

高炉初渣的研究是当前冶金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初渣在形成过程中，煤粉和焦炭中的灰分并没有完

全融入到初渣中，因此，初渣的碱度相比高炉终渣碱度要高，且由于冶炼过程中高炉炉料还原程度不同和

原料下降过程中的物料偏析，造成不同区域拥有不同的初渣成分。有学者
[11-12]

研究表明高炉初渣的二元碱度

可达到 R=1.6，并且初渣含有 5-20 wt%的 FeO。

对于高炉初渣成分的确定，各位学者也有不同的研究确定方法。吴胜利、刘新亮等人
[13]

通过采用中断

铁矿石熔滴试验的方法研究了普通烧结矿、球团矿、块矿以及综合炉料的初渣形成过程，并通过荧光分析

（XRF）得到了初渣成分；焦克新等人
[14-15]

通过分析纯试剂配置得到了不同 FeO 质量分数、不同 TiO2质量分

数的初渣，研究了 FeO 和 TiO2质量分数对初渣结构和黏度的影响以及不同 TiO2质量分数初渣的熔化特性；

Kim 和 Lee 等人
[16-17]

也通过分析纯试剂配置系统研究了初渣渣系 CaO–SiO2–Al2O3–MgO–FeO 不同成分的黏

度及其影响规律，如表 1所示。通过综合分析以上学者的初渣成分，结合高炉冶炼含钛烧结矿的生产实际，

本文研究中确定了高炉初渣的成分范围，并设计了初渣研究成分配比，如表 2 所示。

表 1 文献报道高炉初渣的化学成分（wt%）

Tabel 1 The reported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primary slag in blast furnace（wt%）

成分 SiO2 CaO MgO Al2O3 TiO2 FeO 碱度 R

焦克新 19-30 25-40 9.13 11.26 5-15 5-20 1.32

Kim 和 Lee ** ** 3.5–10 10–18 0 5-20 1.15–1.6

注：**代表成分按照碱度和其他成分质量分数来确定。

表 2 不同 TiO2质量分数条件下的初渣成分（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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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fferent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primary slag with various TiO2 contents（wt%）

编号 CaO SiO2 MgO Al2O3 TiO2 FeO R

T1 33.27 27.73 8 12 4 15 1.20

T2 32.18 26.82 8 12 6 15 1.20

T3 31.09 25.91 8 12 8 15 1.20

T4 0.29 25.00 8 12 10 15 1.20

T5 28.91 24.09 8 12 12 15 1.20

T6 27.82 23.18 8 12 14 15 1.20

T7 26.73 22.27 8 12 16 15 1.20

2.2 含钛初渣物相转变热力学计算

含钛初渣的形成过程也是各种物相成分相互作用、迁移重组的过程，有必要通过热力学计算来明晰含

钛初渣形成作用机理。本文利用的是热力学计算系统 FactSage。FactSage 软件[18-24]是大型热力学计算软件

（图 1），它是热力学领域中两个著名软件包 Fact-Win 和 ChemSage 的结合，其含有多种热力学计算模块，

本部分研究内容采用的是多元多相体系平衡热力学计算模块（Equlib），来研究含钛高炉初渣的形成机理及

物相变化过程。

图 1 Factsage 热力学计算软件主界面

Fig.1 The main menu of Factsage software

2.3 含钛初渣黏度试验设备与方法

本文中含钛初渣黏度的测定使用典型的旋转柱体法[25]，所使用的黏度测量设备是 Rheotronic II 型黏

度仪（由美国 Theta Industries Inc.公司生产，如图 2 所示），主要参数如表 3所示。

780780



图 2 Rheotronic II 型黏度仪实物图

Table 2 Picture of Rheotronic II type viscosimeter

表 3 Rheotronic II 型黏度仪主要设备参数

Table 3 Parameters of Rheotronic II type viscosimeter

项目 参数

测头型号 Brookfield DV III

测量范围 0.05-500 Pa·S

温度范围 RT-2000 ℃

转子转速 0.1-500 rpm

热电偶型号 S型

炉膛尺寸 Φ60×500mm

加热元件 硅钼棒

在黏度试验中，由于含钛高炉初渣中含有大量 FeO，因此选取了金属钼作为转子和坩埚，试验中在钼坩

埚外再加一层外套钼坩埚，如图 3 所示。

图 3 转子与坩埚实物图和结构示意图

781781



Fig.3 Pictures of crucible and spindle used in viscosity tests

本次试验用试剂为分析纯试剂 CaCO3、SiO2、MgO、Al(OH)3、TiO2以及 FeC2O4·2H2O，其中 CaCO3、Al(OH)3

和 FeC2O4·2H2O 受热分解分别得到初渣中的组元 CaO、Al2O3和 FeO，根据试验设计得出 CaCO3、Al(OH)3和

FeC2O4·2H2O 所需的量。化学反应式如下各式所示：

CaCO3→CaO+CO2 （1）

Al(OH)3→Al2O3+H2O （2）

FeC2O4·2H2O→FeO+CO+CO2+2H2O （3）

具体试验步骤：

1）初渣成分预熔。将分析纯试剂 CaCO3、SiO2、MgO、Al(OH)3、TiO2按照初渣成分设计方案进行配制（不

包括 FeC2O4·2H2O），在刚玉研钵中研磨混匀 15min，使各种试剂充分混合均匀；然后，将混匀好的粉末倒入

TiO2坩埚中，将盛有试样的坩埚置于马弗炉中，加热到 1150℃并保温 60 个小时；之后将试样取出并细磨备

用；然后按含钛高炉初渣黏度试验方案所设计的成分，称量所需预熔试样和 FeC2O4·2H2O 试剂的重量，将预

熔好的试样和 FeC2O4·2H2O 粉末混合并在刚玉研钵中研磨混匀 15min，之后称取一定质量的混合试样放入镍

坩埚内，在卧式炉气氛炉中加热至 1250～1280℃（根据初渣液相线温度而定），并恒温保持 1h 并随炉冷却

至室温，试验全程中通入高纯氩气（99.99 vol%）保护。

2）含钛高炉初渣黏度试验试样准备。将预熔好的含钛高炉初渣试样打碎成小颗粒，并称取 45g 试样放

入钼坩埚内，同时把装有初渣试样的钼坩埚装入外套钼坩埚内，最后将钼坩埚卡入黏度仪试样卡槽内。

3）黏度测量试验。在室温条件下将钼坩埚连同试样一起置于黏度仪内部恒温区，并利用黏度仪气氛保

护刚玉套管将转子和试样同时套住，形成密闭空间，向刚玉套管内部通入高纯氩气作为保护气。将温度升

到一定温度后保温 30min，使试样充分反应并熔化均匀；将钼转子缓慢降入初渣液面以下 3mm 并搅拌 15min；

之后，以 1℃/min 的降温速度开始降温测黏度，直到初渣黏度超过黏度仪量程后停止，从而取得各温度条

件下的黏度值。降温黏度测量完毕后，将温度升到 1480℃，保温 30min 后取出将钼转子提离初渣液面，并

按照设定降温速率进行降温，黏度试验升温曲线如图 4 所示。

图 4 含钛高炉初渣黏度试验温度曲线

Fig.4 Temperature scheme of viscosity tests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TiO2质量分数对初渣熔化温度的影响

随着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增加，含钛高炉初渣熔化温度升高；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越高，初渣完全熔

化为液相渣的温度越高，含钛高炉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从 4 wt%增加到 16 wt%，其熔化温度从 1360℃增加

到 1410℃，增加了 50℃（如图 5 所示）。在高炉冶炼中，将会使软融带下移，影响高炉透气性，同时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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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初渣和铁的分离。

图 5 TiO2质量分数对含钛高炉初渣熔化温度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TiO2 content on the melting temperature of Ti-bearing primary slag

3.2 TiO2质量分数对初渣物相转变的影响

本部分研究内容以碱度 R=1.2 和 wt(FeO)=15 wt%不变的条件下，分析了不同 TiO2质量分数的含钛高炉

初渣的物相转变的影响（如图 6～图 9 所示）。TiO2质量分数对于含钛高炉初渣物相随温度的变化有很大的

影响，特别是对含钛高炉初渣开始出现液相渣的温度和初渣熔化温度，黄长石相、钙钛矿相和钛铁尖晶石

相的质量分数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从图 6 可以发现，在 1200℃温度条件下，含钛高炉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从 4 wt%增加到 8 wt%时，含钛

高炉初渣没有液相生成；而随着含钛高炉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继续增加时，含钛高炉初渣开始出现液相渣，

并随着 TiO2质量分数升高其比例增大。因此，TiO2质量分数增加会使液相开始出现的温度降低。

图 6 TiO2质量分数对含钛高炉初渣液相渣比例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TiO2 content on the ratio of liquidus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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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 TiO2质量分数条件下黄长石相随温度的变化

Fig.7 Mass percent - temperature curve of melilite with different TiO2 contents

同时，通过对不同 TiO2质量分数条件下的含钛高炉初渣中黄长石相随温度的变化可以发现（如图 7 所

示），随着 TiO2质量分数的增加，在 1200℃时黄长石相的比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并且随着含钛高炉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的升高，黄长石相消失的温度由 1320℃降低到 1260℃，降低 60℃，可见 TiO2质量分数增加后，

由于 CaO 与 TiO2具有较强的结合力，使得黄长石相中的 CaO 更多的与 TiO2结合生成高熔点的钙钛矿相，这

也导致黄长石相加速分解，并使液相渣中的 CaO 质量分数的降低。

图 8 不同 TiO2质量分数条件下钙钛矿相随温度的变化

Fig.8 Mass percent - temperature curve of perovskite with different TiO2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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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 TiO2质量分数条件下钛铁尖晶石相随温度的变化

Fig.9 Mass percent - temperature curve of titanium-iron spinel with different TiO2 contents

同时，结合不同 TiO2质量分数条件下的含钛高炉初渣中钙钛矿相随温度的变化（如图 8 所示）也可以

印证上述观点。在 1200℃时，含钛高炉初渣中的钙钛矿相比例随着 TiO2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升高。同时，随

着温度的升高，各个 TiO2质量分数条件下的钙钛矿相都出现先升高后又降低的趋势，钙钛矿相比例的最大

值均出现在 1250℃至 1270℃范围内，其最大值逐渐增大。另外，钙钛矿相消失的温度逐渐升高。

与钙钛矿相不同，另外一种含钛物相钛铁尖晶石相在 1200℃随着含钛高炉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的升高

而逐渐降低（如图 9 所示）；同时，随着 TiO2质量分数的升高，钛铁尖晶石相消失的温度也逐渐升高。

总体来看，含钛高炉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对初渣中各种物相组成的转变和比例都有较大的影响，随着

TiO2质量分数的升高，液相渣出现的温度降低，同时含钛高炉初渣熔化温度升高，也就是固液相共存的温度

区间变大，这势必导致高炉内软化熔融带变宽，影响高炉冶炼。同时，通过前人的研究也发现，TiO2质量分

数对炉渣的性能也有较大影响。

3.3 TiO2质量分数对黏度的影响

由于在高炉生产过程中，物料的还原以及迁移存在不同程度的偏析，造成软融带中局部初渣的 TiO2含

量不同。因此，本部分针对不同 TiO2质量分数的含钛高炉初渣进行黏度试验研究，黏度试验选取了 TiO2质

量分数分别为 4 wt%、8 wt%和 16 wt%的 3 种成分的含钛高炉初渣，按照上文所述含钛高炉初渣试验方法测

得 3 种成分初渣的黏度曲线，如图 10 所示。

图 10 不同 TiO2质量分数条件下含钛高炉初渣黏度随温度的变化

Fig.10 viscosity- temperature curve of primary slag with different TiO2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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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发现，TiO2对含钛高炉初渣黏度的影响相对较为复杂，当 TiO2质量分数在 4～8%时，含钛高

炉初渣黏度-温度曲线呈现出“碱性渣”的形态，且在 1340℃以上时，TiO2质量分数对含钛高炉初渣黏度的

影响很小，其主要差异在于其随温度降低而出现黏度值陡升的温度区间，TiO2质量分数升高，而黏度值陡升

的温度降低，即其熔化性温度降低，这与前文研究中随着 TiO2质量分数提高，液相渣比例随温度的变化保

持一致，也就是说当 TiO2质量分数在 4～8%时，TiO2质量分数升高有利于初渣中低熔点化合物的形成。当

TiO2质量分数为 16 wt%时，含钛高炉初渣黏度-温度曲线呈现出“酸性渣”的形态，此时 TiO2在初渣中的性

质已经发生改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结合前文的研究，当 TiO2质量分数为 16 wt%，初渣处于较低温度时的液相比例最大，可以看出 TiO2质

量分数升高使含钛高炉初渣炉渣形成过程中物相种类和比例发生较大改变，钙钛矿等高熔点物质增多，同

时可能使初渣中形成大分子团，从而使其黏度急剧升高，炉渣性质发生改变。从有利于高炉冶炼和软熔带

位置形态的角度分析，初渣中的 TiO2质量分数应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

4 结论

1）随着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增加，含钛高炉初渣熔化温度升高， TiO2质量分数从 4 wt%增加到 16 wt%，

其熔化温度从 1360℃增加到 1410℃，增加了 50℃，在高炉冶炼中，将会使软融带下移，影响高炉透气性，

同时也不利于初渣和铁的分离；

2）含钛高炉初渣中 TiO2质量分数对初渣中各种物相组成的转变和比例都有较大的影响，随着 TiO2质量

分数的升高，液相渣出现的温度降低，同时含钛高炉初渣熔化温度升高，也就是固液相共存的温度区间变

大，会使高炉软融带变宽；

3）TiO2对含钛高炉初渣黏度的影响相对较为复杂，当 TiO2质量分数在 4～8 wt%时，含钛高炉初渣黏度

-温度曲线呈现出“碱性渣”的形态，且在 1340℃以上时，TiO2质量分数对含钛高炉初渣黏度的影响很小；

当 TiO2质量分数为 16 wt%时，含钛高炉初渣黏度-温度曲线呈现出“酸性渣”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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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烟气一次除尘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陶有志 韩渝京 李 鹏 潘忠勤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43）

摘 要：炼钢转炉烟气一次除尘超低排放工艺在摸索中前进，各种工艺技术相继出现，有在干法除尘工艺中煤气冷却器前置

放在杯阀之前的；有的在放散烟囱中增设喷雾装置；使用效果都在观察之中。本文所提出的关键技术是在放散杯阀与放散烟

囱之间增设袋式除尘器，进行最终端的粉尘捕集，已经试运 2905 炉，放散烟囱取样烟气含尘量＜10mg/m
3
，效果明显，达到

超低排放的环保要求。

关键词：转炉烟气一次除尘；超低排放；袋式除尘器

中图分类号：TK108 文献标志码：B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Ultra-low Emission Key Technology for

Primary Dedusting of Converter Flue Gas

Tao Youzhi Han Yujing Li Peng Pan Zhongqin

（Beijing Shougang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

Beijing100043）

Abstract： The technology of super low emission for primary dedusting of converter gas in steelmaking is advancing.

Various kinds of technology have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dry dedusting process, the gas cooler is placed

ahead of the cup valve. Some spray devices are installed in the chimney, and the effect is being observed. The

key technolog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to add a bag filter between the blow off cup valve and the blow off chimney

to catch the dust at the final end. 2905 boilers have been put into trial operation, and the dust content of the

flue gas sampled from the blow off chimney is less than 10mg/m3, with obvious effect, meet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ultra-low emission.

Key words：Primary dedusting of converter flue gas; ultra-low emission; bag filter

1 概述

炼钢转炉烟气一次除尘超低排放技术在国家环保政策的要求下正在加速进行，就主体工艺

为干法除尘的工艺流程而言，有的采用将煤气冷却器前置到切换杯阀之前、一次除尘风机之后

的位置上；有的在放散烟囱上增设雾化喷枪，用雾化后的水与烟囱中的烟气接触，进行除尘，

目前使用效果都在观察评估中，各自也都在不断地完善和修改。

河北某钢铁厂 210t 转炉，其转炉烟气一次除尘采用干法除尘工艺，放散烟囱粉尘排放浓

度 15～20mg/m
3
，个别情况下，接近炉役后期时还会略有增加的现象。该厂在转炉烟气一次除

尘超低排放工艺升级改造中，对各种工艺技术进行了调查分析，对于采用何种工艺装置，实现

超低排放要求，也有所选择，最终方案其关键技术确定采用袋式除尘器，位置在切换杯阀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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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烟囱之间，此关键技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位置，一个是袋式除尘器及其滤料种类、

过滤面积、反吹方式及反吹周期等重要的技术参数。通过系统分析讨论，最终将除尘器本体工

艺确定，工程改造利用转炉炉役期间完成改造，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效果明显，达到＜

10mg/m
3
，效果稳定，同时未影响原有系统的正常运行。

2 主要工艺流程及关键技术确定

在原有干法除尘的设备流程中，由切换杯阀中的放散杯阀后引出烟气管道，接入袋式除尘

器，烟气采用下进上出外滤方式，烟气在除尘器内部完成除尘后，随烟气管道引至原有放散烟

囱入口处，将过滤后的烟气排放到放散烟囱中，中间没有切断装置，反吹采用氮气脉冲方式，

时间在煤气回收期间，在线反吹。反吹后的除尘灰落入箱体下端，经过切断阀组控制后安全排

出。流程详见图 1，现场照片详见图 2。

图 1 增加袋式除尘器流程图

Figure 1 Process of added bag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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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增加袋式除尘器现场照片

Figure 2 Site photo of added bag filter

2.1 除尘器滤料的选取和除尘器本体结构型式

除尘器滤料经过评估，选择金属间化合物为材料作为滤袋的材质，它有着优异的过滤性能、

耐温性能，及其随温度变化不敏感等基本优势，袋子直径φ200mm，长度1500mm，过滤面积320m
2
，

除尘器采用立式圆形结构，筒体直径φ6200mm，高度 13700mm，下进上出方式，并配有生产辅

助装置，考虑烟气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低阻气流阻力管道元件，采用膨胀节或自然补偿方式

吸收管道及设备变形等工厂设计的常规做法。袋式除尘器一座转炉配制一套，不做备用，不考

虑几座转炉共用，使得系统简单，安全可靠。

2.2 除尘设备在流程中位置的工程设计中的优化

除尘器的合适位置很重要，要结合原有工艺流程在关键位置嵌入除尘器，本工程优化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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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在放散烟囱之前、放散杯阀之后设置除尘器装置，放散烟气通过除尘器时利用现有的一次除

尘风机余压，并设置了低沿程阻损管道附件，经过计算，不需要改造一次除尘风机能力。

从除尘器出口的烟气管道仍然接入放散烟囱已有接口，放散烟囱不用改造，工程量少，且

放散工艺也无需改造。

袋式除尘器采用圆筒型结构，适用于煤气性质，下锥体考虑了排灰的可靠性、安全性，反

吹介质用氮气由于放散烟气为干热烟气，因此无需考虑其氮气加热装置加热，降低工程投资。

3 使用效果

本工程从 2019年 11月 4日投入使用至 2020年 2月 28日，共冶炼 2905炉，经过相关部

门检测，放散烟囱分成排放浓度均在 5～6mg/m3以内，且稳定，现场操作方便，无需增加定

员。

通过生产实践，转炉一次除尘超低排放采用非金属化合物的袋式除尘装置除尘效果优异，

满足排放要求，下一步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首先是滤料价格应再进行优化，由于反吹下的灰量不

多，排灰装置可以再做的安全经济些。

4 结语

生产实践证明本工艺是转炉一次除尘超低排放在干法除尘工艺继续深化的首选工艺，它有

着良好的除尘效果和方便工程实现的双重技术优势，且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更加完善而继续向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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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辊装配精度量化模型

李洋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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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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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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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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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热轧和冷轧产线轧辊的装配精度对轧机刚度对称性和轧制稳定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轧辊的空间检测目前广泛

采用激光跟踪仪进行测量，但仍缺乏一套有效的、系统性的模型来分析轧辊装配精度。建立了轧辊装配精度的数学模型，利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衬板面及轧辊轴向中心线，提出了计算轧辊衬板的空间位置（对中值和开档值）及倾斜状态的定量方法。

通过激光跟踪仪检测的真实轧辊数据验证了该模型，模型计算结果与以往采用的空间分析软件处理结果一致，二者相对偏差

小于 0.03%，进一步分析了该轧辊各衬板的对中值和开档值及倾斜状态，基于该模型开发的应用软件降低了以往检测数据处

理的难度，提高了轧辊装配精度定量化分析的效率和能力，具有一定的现场应用价值。

关键词：轧辊；装配精度；衬板；对中值；开档值

中图分类号：TG333.1 文献标志码：A

热轧产线和冷轧产线的辊系装配精度对轧辊和轧件形变
[1-3]

、轧机刚度甚至带钢板形
[4-8]

具有重要影响，

不合理的轧辊衬板位置极易导致轧机刚度差，降低生产稳定性
[9-11]

。由于激光跟踪仪检测精度、测量效率及

效果上的明显优势
[12-13]

，其在冶金行业空间精度检测的应用开始兴起，如热轧、冷轧产线的轧机牌坊及辊系

衬板的空间位置检测
[14-15]

。国内目前使用的激光跟踪仪基本依赖于进口
[116]

，设备配套软件如 SA

（SpatialAnalyzer）三维工业测量软件是一种通用性商用软件
[17]
，数据处理流程繁琐，对软件操作人员的

水平要求高。

近几年，针对大型设备空间测量的模型和算法在航天、重工等领域有较大的研究进展
[18-20]

，然而，针对

轧辊装配精度的检测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有效的数学模型作为指导，导致数据分析方法和处理结果可能

因人而异。一般轧辊轴向中心线的确定采用圆柱拟合算法
[21]

，将轧辊近似看成圆柱体，这种方法对于平辊

和凸度较小的轧辊是适用的，而对于 CVC、SmartCrown 等辊形采用圆柱拟合算法存在弊端，尤其当轧辊两

侧选取的测量位置截面的圆半径差异较大时，会存在较大偏差。

本文基于单一轧辊及其衬板的空间位置检测，建立了轧辊装配精度数学模型，采用多次迭代拟合圆面

搜寻轴向中心线，可实现多种类型轧辊的轴向中心线确定和轧辊衬板空间位置计算。

1 轧辊装配精度数学模型

1.1 轧辊衬板平面拟合

单一轧辊的衬板包括入口操作侧、出口操作侧、入口传动侧和出口传动侧 4 个衬板面，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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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1 台激光跟踪仪对线下的单个轧辊的衬板面进行测量，可采集到离散点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平

面，得到该轧辊各衬板的平面方程。规定入口侧衬板面的法向量的 x分量为负，出口侧衬板面的法向量的 x

分量为正。

图 1 轧辊及其衬板模型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model of mill roll liner

假设某一衬板面上测量得到 n  3n  个离散点，第 i个点的坐标表示为  i i ix y z, , ，其中 1 2i n , , ,L ，

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计算该平面方程 1 2 3 4 0a x a y a z a    ，使得  2

1 2 3 4
1

n

i i i
i

S a x a y a z a


    最

小，则该函数关于各分量的偏导数为 0，即

0 1 2 3
k

S 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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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解式(2)的三元非齐次（ 4 0a  ）或者齐次（ 4 0a  ）线性方程组可得到衬板平面方程各项系数

 1 2 3a a a, , 。

1.2 轧辊轴向中心线拟合

利用轧辊辊面测量的离散点分别拟合轧辊两侧的圆面，两圆面的圆心连线即为轧辊轴向中心线。实际

测量时，通常在轧辊两侧沿辊面某一位置周向取点测量，由于轧辊一侧的辊面点所处平面可能并未与 xoz

平面平行，因此需要在每次拟合圆面前，进行坐标点的投影和旋转，使得拟合该圆面的所有点在某一 xoz

平面内。求解轧辊轴向中心线需迭代求解，计算流程如图 2 所示。每次计算前，将坐标系进行旋转，使得

计算得到的轧辊轴向中心线与 y 轴平行，利用旋转后的数据点重新拟合圆面及轧辊轴向中心线，直到前后

两次迭代计算得到的轧辊轴向中心线向量的偏差满足收敛要求时，认为迭代收敛，轧辊轴向中心线的计算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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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迭代求解轧辊轴向中心线流程图

Fig.2 Flow chart of iterative solution of roll axial center line

当拟合圆面的点位于同一 xoz 平面时，可采用最小二乘方法拟合二维圆面，求解圆心位置及半径，具

体算法如下：

设圆面方程为    2 2 2
1 2x A z A R    ，其中(A1, A2)为圆心坐标，R为圆面半径，令 1 12b A  ， 2 22b A  ，

2 2 2
3 1 2b A A R   ，则圆面方程可变为

2 2
1 2 3 0x b x z b z b     (3)

假设该侧辊面上有 m  3m  个测量离散点，第 i 个点的坐标表示为  i i ix y z, , ，其中 1 2i m , , ,L ，

利 用 最 小 二 乘 法 拟 合 计 算 圆 面 方 程 2 2
1 2 3 0x b x z b z b     ， 使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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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求解上述三元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可得到平面方程各项系数 b1~b3。

因此，只要保证拟合面测量的离散点尽可能位于一个周向圆面内，即可较为准确的计算出该圆面中心

位置，进而通过轧辊两侧的两个圆面中心确定轧辊的轴向中心线，而不受轧辊辊形的影响。

1.3 轧辊衬板空间距离

设轧辊的轴向中心线方程为 0 0 0x x y y z z
a b c
  

  ， 0 0 0x y z, , 为拟合圆面圆心坐标， a b c,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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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辊轴向中心线法向量，轧辊 4个衬板平面的中心点表示为  ij ij ij ijP x y z , , ，其中 1 2i  , 分别表示操作侧

和传动侧， 1 2j  , 分别表示入口侧和出口侧。

则任意衬板面中心点  ij ij ij ijP x y z , , 到轧辊的轴向中心线的距离可由下式求得：

     2 2 2

0 0 0ij ij ij ijd x at x y bt y z ct z         (6)

式中：
     0 0 0

2 2 2

ij ij ijx x a y y b z z c
t

a b c

    


 
。

轧辊衬板对中值定义为轧辊出口侧衬板面中心点和相对应的入口侧衬板面中心点到轧辊轴向中心线的

距离差，表达式为：

2 1i i iM d d  (7)

式中： 1 2i  , 分别表示操作侧和传动侧。

轧辊衬板对中值反映了入口衬板面和相对应的出口衬板面关于轧辊轴向中心线的对称关系，当 0iM 

时，入口衬板面中心与出口衬板面中心沿轧辊轴向中心线对称分布；当 0iM  时，出口衬板面中心到轧辊

轴向中心线的距离较大；当 0iM  时，入口衬板面中心到轧辊轴向中心线的距离较大。

轧辊衬板开档值定义为轧辊出口侧衬板面中心点和相对应的入口侧衬板面中心点到轧辊轴向中心线的

距离和，表达式为：

2 1i i iO d d  (8)

轧辊衬板面开档值反映了轧辊的入口衬板面中心和相对应的出口衬板面中心的距离关系， 0iO  。

1.4 轧辊衬板倾斜关系

轧辊衬板的倾斜分为 2 种类型：衬板向轧制中心线的倾斜；衬板沿轧辊高度方向的倾斜。衬板倾斜以

轧辊中心线法向量作为新坐标系 y 轴方向，通过各衬板面单位法向量的 y 分量或者 z 分量的正负，判断各

衬板面的倾斜方向。

衬板向轧制中心线倾斜，采用“里大”或者“外大”描述，如图 3 所示。当衬板远离轧制中心线时，

操作侧衬板面（包括入口、出口）的单位法向量分量 ny为负，或者传动侧衬板面（包括入口、出口）的单

位法向量分量 ny为正，靠近轧制中心线一侧的开档将大于衬板面远离轧制中心线一侧的开档，表现为“里

大”；当衬板面向轧制中心线倾斜时，操作侧衬板面（包括入口、出口）的单位法向量分量 ny为正，或者传

动侧衬板面（包括入口、出口）的单位法向量分量 ny为负，衬板面远离轧制中心线一侧的开档将大于衬板

面靠近轧制中心线一侧的开档，表现为“外大”。

795795



图 3 轧辊衬板里外倾斜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inclin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of roll liner

设某一衬板面的法向量为  , ,i i i iV x y z


，该衬板里外倾斜程度i按式(9)计算：

2 2 2

1000i
i

i i i

y

x y z





 
(9)

里外倾斜程度表示法向量的 y 分量在单位长度上的偏移量，单位为 mm/m。

衬板沿高度方向的倾斜，采用“上大”或者“下大”描述，如图 4 所示。当衬板面沿高度方向向下倾

斜时，衬板面（包括入口操作侧、入口传动侧、出口操作侧和出口传动侧）的单位法向量分量 nz为负，衬

板面上端的开档将大于衬板面下端的开档，表现为“上大”；当衬板面沿高度方向向上倾斜时，衬板面（包

括入口操作侧、入口传动侧、出口操作侧和出口传动侧）的单位法向量分量 nz为正，衬板面下端的开档将

大于衬板面上端的开档，表现为“下大”。

衬板上下倾斜程度γi按式(10)计算：

2 2 2

1000i
i

i i i

z

x y z





 
(10)

上下倾斜程度表示法向量的 z 分量在单位长度上的偏移量，单位为 mm/m。

图 4 轧辊衬板上下倾斜示意图

Fig.4 Diagram of inclination up and down of roll liner

2 模型验证

利用激光跟踪仪测量某热轧产线轧辊衬板及辊面，测量的离散点数据分别采用 SA 软件与本模型进行计

算，图 5 所示为 SA 结果与模型计算结果比较，从图中可见，2种方式计算的轧辊入口操作侧、出口操作侧、

入口传动侧和出口传动侧的衬板中心点到轴向线距离基本相等，相对偏差均小于 0.03%。以往采用 SA 等软

件分析轧辊测量数据，需要经过一定的处理步骤和操作流程，数据处理耗时长、灵活度低，轧辊装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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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的建立极大降低了数据分析的难度，明显提高了计算效率。可见，建立的模型完全可替代 SA 软件

处理轧辊空间测量数据。

图 5 SA 结果与模型结果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SA results and model results

3 结果分析

3.1 轧辊衬板平面拟合

进一步利用模型分析上面测量的某热轧产线轧辊数据，图 6 所示为测量点到相应拟合衬板面的距离，

从图中可见，各衬板面的测量点到衬板面的距离基本处于 0.1 mm 范围内，使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的各衬

板平面具有较好的拟合程度，同时也表明了激光跟踪仪所测量数据的精度和准确程度较好。

图 6 实测点到拟合衬板面的距离

Fig.6 Distance from measured points to fitted liner planes

图 7 为操作侧和传动侧衬板的对中值和开档值。操作侧衬板和传动侧衬板的对中值分别为-0.055 mm 和

-0.309 mm，表明了操作侧和传动侧的入口衬板面中心到轧辊轴向中心线的距离均略大于出口衬板面中心到

轧辊轴向中心线的距离。操作侧和传动侧的开档值分别为 1789.95 和 1780.32 mm，与衬板实际开档基本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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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轧辊衬板的对中值和开档值

Fig.7 Median value and opening value of roll liners

3.2 衬板倾斜关系分析

针对“里外倾斜”和“上下倾斜”2 种倾斜方式，利用轧辊装配精度模型实现了判断轧辊衬板的倾斜方

向及倾斜程度，如表 1 所示。各衬板倾斜程度较小，均处于合理水平。当衬板倾斜程度超过允许偏差时，

需要及时纠正衬板倾斜，利用模型得到的衬板量化倾斜结果可为现场轧辊衬板的合理调整提供必要的数据

支持。

当轧辊装配精度不够，或者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生衬板磨损、变形和锈蚀时，都可能导致轧辊衬板面出

现里外倾斜、上下倾斜。通过衬板磨削、加垫等手段进行衬板微调整，或者直接更换衬板，可以消除衬板

倾斜，提高轧辊的装配精度。

表 1 轧辊衬板倾斜状态

Table 1 Inclination status of roll liners

衬板面

里外倾斜 上下倾斜

倾斜方向 倾斜值/(mm•m
-1
) 倾斜方向 倾斜值/(mm•m

-1
)

入口操作侧 外大 0.108 上大 0.135

出口操作侧 外大 0.066 上大 0.135

入口传动侧 里大 0.206 上大 0.106

出口传动侧 外大 0.115 上大 0.106

4 现场应用

使用 SA 软件分析轧辊空间位置是逆向建模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操作流程，例如坐标系变换、根据平面

点云拟合平面等等，而自主开发的软件已经将数据处理流程化，实现一键式计算，避免了重复性的数据处

理操作，因此极大缩短了轧辊空间测量数据的分析时间。基于轧辊装配精度数学模型，开发了轧辊空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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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的应用软件，如图 8 所示。以往采用 SA 等空间分析软件处理单个轧辊的空间测量数据约 15min，而

新开发的软件分析同样的数据耗时仅 1~2 s，节约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显著提高了轧辊空间精度分析的

效率和能力，能够解决轧机辊系装配精度的静态快速测试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场应用价值。

图 8 基于轧辊装配精度数学模型开发的软件

Fig.8 Developed software based on mathematical model of roll assembly accuracy

5 结论

1）系统建立了轧辊装配精度数学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轧辊衬板面及轧辊轴向中心线，可计算衬

板的对中值和开档值，判断衬板的“里外倾斜”和“上下倾斜”的倾斜方向和程度，实现了轧辊衬板空间

距离和倾斜关系的定量分析。

2）通过某热轧产线轧辊测量数据，对比分析了 SA 软件处理结果和模型计算结果，二者相对偏差小于

0.03%，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该模型可替代 SA 软件处理轧辊空间测量数据。

3）基于该模型开发了轧辊空间精度分析的应用软件，实现测量数据的一键式计算，显著提高了轧辊装

配精度分析的效率和能力，可为轧辊装配的现场维检和尺寸校核提供数据支持，具有较好的现场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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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带钢残余应力相关板形缺陷机理分析及攻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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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残余应力相关板形缺陷归纳统计，按产生机理划分为瓢曲与翘曲两大类问题，侧弯与 C 翘分别是

瓢曲和翘曲典型代表缺陷。侧弯与浪形存在相互对应关系，分析显性浪形、隐形浪形控制现状，发现精轧存在人

工修改目标凸度设定值现象；建立平整机三维有限元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凸度带钢平整后横向应力分布情况，采

用“小凸度+空过平整”措施，侧弯平均值从 15.2mm 降低至 4.97mm。因下支承辊传动，带钢变形区存在搓轧区导

致带钢上下表面应力差，导致 C 翘缺陷产生，这种现象通过动态显性有限元分析进一步得到验证，对比分析工艺

参数，开展试验设计（Design of Experiment，DOE），通过工艺参数优化 C翘平均值从 27.6mm 降低至 10.5mm。

关键词：残余应力；瓢曲；翘曲；侧弯；C翘；

文献标志码：A

Mechanism analysis and research measures of residual

stress-related plate shape defects in hot rolled 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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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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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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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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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GUO Wei

1
,MIAO Cheng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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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Shougang Group Co., Ltd. Metallurgical Process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43；2.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Recyclable Process for Iron & steel Product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3.Shougang Jingtang United Iron and Steel Co.,Ltd, Hebei Tangshan 06320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n this paper, the residual stress-related plate shape defects are summarized

and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buckling and warping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camber

and C warp we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defects of buckling and warp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wave and

the camber had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visible wave shape and

the invisible wave shape was analyzed, there was a manual modification of the target crown setting value.

A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different strip crowns after

rollling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Adopting the "small crown + non-rolling through the temper" measure,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camber defects is reduced from 15.2 mm to 4.97 mm. Due to the lower support

roller transmission, the presence of the rolling zone in the strip deformation zone leaded to different

stresses in the upper and lower surface of the strip, which leaded to the occurrence of C warp defects.

This phenomenon was further verified by dynamic explicit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1
The process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Design of Experiment (DOE) was carried out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parameters such as tension, rolling force and bending force, the mean value of the warping defect is

reduced from 27.6mm to 10.5mm.

Key words：residual stress; buckling; warping ; camber; C warp;

0 前言

板带是钢铁工业的主干产品
[1]
，在建筑、桥梁、汽车等得到广泛应用。随着汽车工业向轻量化、安全、

环保方向发展，汽车用材的选择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2]
。客户对带钢的板形、表面、性能等有更高要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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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形是描述板带钢产品质量的主要指标，板形缺陷主要包括断面轮廓缺陷和平直度缺陷
[3]
两大类。板形平直

度缺陷又主要分为瓢曲和翘曲缺陷。

关于瓢曲缺陷，众多学者针对板形缺陷开展相关研究
[4-9]

。其中，孙一康针对冷热轧板带轧机的模型与

控制开展研究。关于翘曲缺陷，国内外学者针对翘曲缺陷开展相关研究
[10-16]

。其中，张清东等针对带钢平整

轧制过程中常见的板形翘曲缺陷（C翘、L 翘和四角翘）的产生机理与变形规律开展研究。

针对瓢曲缺陷，前人研究主要集中于产线带钢瓢曲浪形研究，对于带钢开平纵剪切条后存在的侧弯缺

陷与产线带钢浪形、生产工艺、设备、模型等之间关系研究较少。本论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及客户产品

诉求，从模型、设备、工艺、有限元仿真、方差分析等多个维度，在精轧、平整等多个工序开展技术研究，

提出切实有效解决侧弯缺陷的措施，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效益和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

前人对翘曲机理的研究，对轧制力、摩擦力等工艺参数的分析为翘曲缺陷的攻关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但对平整机传动方式并没有较多的涉及，本文研究分析了下支撑辊传动对于带钢上

下表面应力分布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导致翘曲缺陷产生，并制定相关攻关措施，丰富了翘曲缺陷的攻关思

路和解决措施。

带钢常见残余应力缺陷有浪形、侧弯、C 翘、L 翘、扭翘等，本质是带钢内部残余应力分布不均，对上

述缺陷归纳统计，按机理划分为瓢曲与翘曲两大类，瓢曲与翘曲分别是带钢宽度与厚度方向上的应力不均。

考虑到机理的一致性，挑选客户反映最强烈的侧弯和 C 翘分别作为瓢曲和翘曲典型缺陷进行研究，如图 1

所示；其他类似瓢曲与翘曲缺陷可以参考此攻关方法。

图 1 残余应力缺陷分类

Fig.1 Residual stress defect classification

某钢企生产 610L 带钢，厚度规格 4~6mm，开平长度 7m，客户抱怨侧弯现象是“）（”型侧弯，侧弯最

大超过 20mm，侧弯影响后续冲孔等工艺，客户要求侧弯值在 7mm 以内；S620GT 带钢，规格 3mm*1500mm，客

户要求开平后 C 翘高度＜20mm。

1 残余应力机理分析

残余应力产生与热应力、相变应力、轧制应力等不均匀分布有关，本文主要研究因轧制不均匀产生的

残余应力缺陷，针对瓢曲与翘曲分别展开分析。

1.1 瓢曲机理分析

一般带钢内部残余应力表示为带钢横向相对位置的函数
[17]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Wistrech 提出带钢

材轧后的变形是在带材内部过大的压缩应力或剪切应力作用下带材产生弹性屈曲变形的结果，并在其文章

中给出了根据 Timoshenko 经典弹性理论得出的带材发生屈曲变形的临界条件：

2
p 2

cr cr
p

( )
12(1 )

E hk
V b


 


（1）

式中： cr 为带钢发生屈曲变形的临界应力（KN）； crk 为带钢屈曲变形临界应力系数； pE 为带钢材料的

杨氏模量（N/m
2
）； pV 为带钢材料的泊松比； h 为带钢的厚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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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残余应力大于屈曲变形临界应力，表现为显性的、目视可见的浪形缺陷；当残余应力小于屈曲变形

临界应力，表现为隐性的、目视不可见的浪形缺陷；浪形表示方法，引入急峻度定义：  为带钢急峻度值，

为浪高与浪距的比值。

侧弯是分条后的带钢向一侧弯曲的现象。带钢经开平设备横切，剪板机进行纵剪切条，一分为四，纵

剪带钢用于制作纵梁构件，边部两条带钢常出现侧弯缺陷，侧弯主要分两种情况：“）（”型侧弯和“（）”

型侧弯，如图 2、图 3所示， aC 代表侧弯值大小（mm）。

图 2 “）（”型侧弯

Fig.2 ") ("-type camber

图 3 “（）”型侧弯

Fig.3 "()"-type camber

研究浪形与侧弯相互关系，统计前期积累数据，建立浪形与侧弯数学模型，初步量化浪形与侧弯之间

关系，分别统计 5 卷边浪与 5 卷中浪带钢开平纵剪后侧弯值，如表 1 所示，带钢开平长度皆为 7m，其中设

定边浪急峻度值为正，中浪为负；“（）”型侧弯值为正，“）（”型侧弯值为负。

表 1 侧弯与急峻度关系

Tabl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mber and wavy

急峻度（%） 侧弯值（mm）

3.1 21.2

2.3 18.5

2.1 16.3

1.6 15.8

0.38 5.1

-0.2 -4.6

-0.9 -9.1

-1.8 -13.2

-2.6 -18.6

-3.5 -19.5

上述研究表明，残余应力越大，浪形急峻度绝对值越大，侧弯绝对值越大。

依据表 1 作图 4，边浪与“（）”型侧弯、中浪与“）（”型侧弯存在相互对应关系；对数据开展单自变

量多项式非线性回归分析，如式（2）及图 4中细线所示。
6 5 4

a
3 2 0.037  0.072 0.593 1.196 2.371 11.63  1.047C             （2）

图 4 侧弯与急峻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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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mber and wavy

根据回归结果，计算 2 0.997R  ， 2R 为决定系数，衡量回归方程解释观测数据变异的能力，数值越接近

1 代表模型拟合的越好。通过回归方程初步建立自变量  和因变量 aC 之间的数学模型，为后续研究预测侧

弯值的大小奠定基础。

1.2 翘曲机理分析

带钢平整后产生 C翘，C 翘是一种典型翘曲缺陷。平整机采用下支撑辊传动，则上辊系由带钢带动，属

于非对称轧制。李博等
[18]

研究了非对称轧制力能参数与带刚张应力的分布规律； Angella 等
[19]
对异步轧制

和等通道挤压 2 种工艺进行了试验研究和有限元模拟，通过对比发现异步轧制得到的试样位错密度更高，

强度更高；Biswas 等
[20]

对纯镁进行异步轧制试验，并分析轧制过程中轧件的微观组织、织构和力学性能的

演变规律；汤德林等
[21]
对异步轧制中搓轧区的影响因素如异速比、摩擦因素、轧件厚度等开展研究分析。

关于对称轧制，变形区主要划分为后滑区与前滑区，如图 5(a)所示，其中，H 为带钢入口厚度，h 位带

钢出口厚度，α为咬入角，γ为中性角；关于非对称轧制，变形区划分为后滑区、搓轧区和前滑区，如图

5(b)所示，γ1为慢速辊中性角（可以把上辊假设为速度极慢接近于 0 的辊），γ2为快速辊中性角。

采用下支撑辊传动非对称轧制时，前后滑区上下表面摩擦力方向相同；对于搓轧区，带刚上表面受到

入口方向的摩擦力，下表面受到出口方向的摩擦力，上下表面摩擦力方向相反，存在金属流动差，差值导

致带钢厚度方向产生强烈的剪切变形，上下表面形成应力差，导致 C 翘缺陷。

(a) 对称轧制 (b) 非对称轧制

图 5 轧制变形区图

Fig.5 Rolling deformation zone map

2 残余应力原因分析及攻关措施

2.1 侧弯原因分析及攻关措施

侧弯是残余应力问题，同样也是板形问题，侧弯缺陷的解决需要借助板形控制手段。板带凸度是描述

板带横截面形状的主要指标之一，一方面反映了板带在生产过程中的横向板厚差，另一方面直接影响板带

的板形状态和辊形调控目标，对生产过程的稳定和产品质量的控制有决定性作用
[22]

。梁冰等对热轧工艺生

产过程中的板带凸度影响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为热轧过程中的生产控制提供指导
[23]

。凸度控制具有重要

影响作用，板平直度的控制最终还要归结到板凸度的控制上。

2.1.1 分析显性瓢曲浪形控制现状

热轧上游机架带钢厚度较厚，存在金属流动，轧制时存在一定的宽展，减弱了对比例凸度严格恒定的

要求，即不会因为适量比例凸度的改变而破坏平直度，因此上游机架以调节凸度为主。查看 2250 产线精轧

工序比例凸度分配情况：随机挑选三卷带钢开展分析，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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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一卷带钢 (b)第二卷带钢 (c)第三卷带钢

图 6 比例凸度分配情况

Fig.6 Proportional crown distribution

通过图 6 可知，机架间比例凸度分配主要集中在 F1 机架（承担 80%左右）和 F2 机架（承担近 20%），

其余机架等比例凸度进行分配，比例凸度的分配满足 Shohet 判据临界曲线，WE 与 CB 分别表示边浪与中浪

边界线，且通过精轧板形仪及带钢实物目测，无显性瓢曲浪形缺陷，精轧工序显性瓢曲浪形控制是合格的。

2.1.2 分析隐性瓢曲浪形控制现状

（1）凸度控制现状分析

为提高轧制稳定性，精轧实际生产时存在人工改变目标凸度的现象，如图 7所示，即模型不是按照 PDI

下发目标凸度进行设定计算，而是按照人工修改的目标凸度进行设定计算，人工修改的目标凸度大于 PDI

下发的目标凸度值，导致精轧完成后带钢凸度大于目标设定凸度值。

（2）有限元分析

进一步验证精轧后带钢凸度过大对下游工序的影响，在平整开展有限元仿真，分析不同凸度来料经过

平整后，带钢横向应力分布情况，采用 abaqus 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平整机三维模型，细化工作辊与带钢接

触部分网格，精确计算带钢横向应力分布；有限元分析为静态分析，提取一半模型开展计算，提高计算效

率，如图 8 所示：

图 7 凸度控制现状

Fig.7 Crown control status

图 8 平整轧制三维模型

Fig.8 Rolling three-dimensional model

取 610L 力学性能参数定义带钢材质，规格为 4mm*1250mm，轧制力设定为 4000KN，弯辊力为 0KN，来料

凸度分别设定为 0µm、40µm、80µm 三种工况，有限元分析结果如图 9 所示：

(a) 0µm 云图 (b) 40µm 云图 (c) 80µm 云图

图 9 轧制变形云图

Fig.9 Rolling deformation cloud

在带钢宽度方向上沿板宽均匀提取 31 个点，查看带钢横向应力分布情况，统计数据对比分析，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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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来料凸度横向应力分布情况

Fig.10 Lateral stress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rown materials

通过以上有限元仿真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来料凸度为 40µm 应力标准差最小，波动性最小，应力的均匀性更好，残余应力更小，产生隐性

瓢曲浪形缺陷几率更小；

2）：平整改变了带钢横向应力分布。

2.1.3 侧弯控制措施

通过前述分析，针对客户诉求带钢纵剪时产生“）（”侧弯缺陷，分别开展以下措施：

（1）精轧控制措施

有限元分析可知，平整后带钢横向应力发生改变，来料凸度过大，加重应力分布不均匀性，来料凸度

为 40µm 的带钢经过平整后应力分布均匀性最好。针对 610L 钢种，厚度规格在 4~6mm，采用“小凸度”控制

模式，目标凸度采用 40±20µm 控制模式，人工不改变目标凸度值。

（2）平整控制措施

对于显性浪形缺陷，操作工观察平整出口浪形情况，调整弯辊力等措施消除显性浪形缺陷；对于隐形

浪形缺陷，虽然平整机具备降低残余应力能力，但没有在线检测隐形浪形缺陷的设备，目视不可见，没有

参考目标，操作工无法准确有效操作；通过有限元仿真结论 2，平整改变带钢横向应力分布，在没有参考目

标的情况下盲目操作极有可能恶化残余应力分布；因此，对于隐性瓢曲浪形缺陷，采用“空过平整”措施，

降低恶化残余应力的概率，把平整机当重卷使用，检测是否存在显性瓢曲浪形缺陷。

如存在显性浪形缺陷，平整投入使用，优先消除显性浪形缺陷；且客户反映情况为“）（”型侧弯，

具有中浪趋势，在保证优先消除显性浪形工艺参数基础上，加大负弯（一般加 50KN 即可），边部轧松，抵

消隐形浪形且具有中浪趋势的“）（”型缺陷，降低缺陷产生几率。

二次平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小凸度”措施把这种影响降到最低，应尽量提高精轧浪形控制稳

定性和准确性，降低二次平整率。

2.2 C 翘原因分析及攻关措施

为进一步验证单辊驱动对带钢应力分布的影响，建立平整机三维有限元模型，开展动态显性有限元分

析，如图 11 所示，带钢规格：3*1500mm；上下辊直径：500/500mm；上下工作辊与带钢的接触摩擦系数

0.15/0.15；压下率 5%；前后张力 22.2/48.8MPa，分别单独驱动上下辊，驱动辊转速 5m/s，整体提取带钢

上下表面应力分布情况，如图 12 所示：

图 11 仿真模型

Fig.11 Simulation model

图 12 仿真结果

Fig.12 Simulation results

分别计算带钢上下表面应力分布均值，如表 2 所示，当下辊传动时，带钢上表面应力大于下表面应力；

当上辊传动时，带钢下表面应力大于上表面应力。

表 2 带钢上下表面应力分布表

806806



Table 2 Upper and lower surface stress distribution table of steel

传动方式 上支撑辊传动 下支撑辊传动

整体位置 上表面 下表面 上表面 下表面

应力值(MPa) 190. 215 214 188

根据前述翘曲机理和有限元分析，下支撑辊驱动时，带钢上表面应力大于下表面应力，导致 C 翘缺陷

产生，通过工艺参数的优化来消除上下表面应力差，进而消除 C 翘缺陷。

2.2.1 工艺措施对比

某厂于 18 年 7 月份和 19 年 1 月份采购了 S620GT，规格 3mm*1500mm，据客户反馈，7 月份带钢 C 翘情

况严重，1月份带钢 C 翘较小，满足客户使用要求。对比分析两批料平整工艺参数，如表 3所示：两批次产

品在轧制力、弯辊力、张力等有较为明显差异。

表 3 工艺参数对比表

Table 3 Process parameter comparison table

日期 18 年 7 月份 19 年 1 月份

卷号 A180712C253U A180712C256U A190111A042U A190111A039U

规格(mm)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客户 C 翘高度 26mm 31mm 15mm 12mm

卷取张力(kN) Q Q Q-30 Q-30

弯辊力(KN) M M M-50 M-50

总轧制力(KN) N N N-500 N-500

2.2.2 开展 DOE 实验及参数优化

通过工艺参数分析，开展 DOE 实验，同规格同钢种，重点关注张力、轧制力、弯辊力 3 个因子，本试

验选择正交为 L8(2
3)的全因子试验，通过 Minitab 软件生成正交试验表，并在最后列表增加目标响应列，然

后根据 Mintab 软件建模生成的实验表并经过现场实验，得出目标响应值，如表 4所示。

表 4 正交试验表及试验结果

Table 4 Orthogonal test table and test results

标准序 中心点 区组 张力(KN) 轧制力(KN) 弯辊力(KN) C 翘高度(mm)

1 1 1 Q N-500 M-50 19.1

2 1 1 Q N M-50 23.8

3 1 1 Q-30 N-500 M 11.7

4 1 1 Q N-500 M 22.3

5 1 1 Q N M 29.6

6 1 1 Q-30 N-500 M-50 8.7

7 1 1 Q-30 N M 26.5

8 1 1 Q-30 N M-50 17.6

分析因子设计，张力为影响热轧平整 C 翘的关键影响因子，轧制力、弯辊力为重要影响因子可以优化

补充。通过试验找出因子与响应之间的真实关系以便确定最佳的因子水平设置，使响应达到最优是 DOE 试

验设计的根本目的。依据 DOE 实验结果，借助 Minitab 软件开展参数最优化分析，最优化组合为张力

(Q-30)KN、轧制力(N-500)KN、弯辊力(M-50)KN 时。

3 实验结果

分别随机挑选 18 年 3 月份和 19 年 5 月份生产的 45 卷带钢反馈侧弯数据，侧弯平均值从 15.2mm 降低

至 5.0mm，满足客户 7mm 标准；标准差从 4.2mm 降低至 1.5mm；不仅侧弯值显著降低，而且侧弯值控制的稳

定性显著提高，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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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攻关前后侧弯值对比图

Fig.13 Comparison of camber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tackling

分别随机挑选 18 年 7月份和 19 年 4 月份生产的 45 卷带钢反馈 C 翘数据， C 翘平均值从 27.6mm 降低

至 10.5mm；标准差从 6.0mm 降低至 2.6mm；不仅 C 翘值显著降低，而且 C 翘值控制的稳定性显著提高，如

图 14 所示。

图 14 攻关前后 C 翘高度对比图

Fig.14 C warp height comparison chart before and after tackling

4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瓢曲残余应力缺陷：○1 对侧弯形成机理开展研究分析，边浪与“（）”型侧弯、中浪与“）（”

型侧弯存在相互对应关系；量化侧弯与浪形急峻度之间关系；通过回归方程初步建立自变量  和因变量 aC 之

间的数学模型，为后续研究预测侧弯值的大小奠定基础；○2 2250 精轧显性瓢曲浪形控制良好，但存在人工

改变目标凸度问题，并通过有限元分析验证，大凸度引起下游平整后残余应力分布更加不均，造成“）（”

型侧弯；○3 采取小凸度+空过平整措施，侧弯平均值从 15.2mm 降低至 5.0mm，满足客户 7mm 标准；标准差从

4.2mm 降低至 1.5mm；侧弯控制的准确性与稳定性显著提高。

（2）翘曲残余应力缺陷：平整机下支撑辊传动造成上下表面应力差，导致 C翘缺陷；开展张力、轧制

力、弯辊力等工艺参数优化，C 翘缺陷平均值从 27.6mm 降低至 10.5mm；标准差从 6.0mm 降低至 2.6mm；C

翘控制的准确性与稳定性显著提高。

（3）本论文针对残余应力相关板形缺陷，提出了较为全面的机理分析与解决措施，是一整套分类有序、

前后协同控制、相互统一的指导方法，具有较高实用性，其它类似残余应力缺陷可以借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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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集装箱板平整轧制研究与实践

李 靖
一
， 万 军， 任新意， 齐海峰， 王 硕， 刘玉起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冷轧作业部，河北唐山，063200）

摘 要：冷轧高强集装箱板是生产集装箱的基料，其性能与板形等质量因素对成品有重要影响。高强集装箱板客户往往对带

钢的板形、翘曲有苛刻要求，且其抗拉强度往往在 800MPa 以上，平整难度极大。本文通过对平整轧制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解决了高强集装箱板的板形、翘曲问题，实践效果良好。

关键词：高强钢；集装箱板；平整； 轧制；

中图分类号：TG333.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Skin Pass Rolling of High Strength

Container Board

LI Jing, WAN Jun, REN Xin-yi, QI Hai-feng, WANG Shuo, LIU Yu-qi

( Shougang Jingtang United Iron and Steel Co. Ltd. Cold Rolling Department, TangShanHeBei,063000 )

Abstract: Cold-rolled high strength container board is base material of container, its performance, shape on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the final product. The customers have harsh requirements to shape, warping. And its tensile

strength of high strength container board is often above 800MPa, the formation of great difficulty.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skin pass rolling, the corresponding targeted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shape and warpage, practical effect is good.

Key words: high strength steel; container board; skin pass rolling;rolling;

1 前言

近年来，随着现代物流行业的迅猛发展，对货物的运输、仓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而集装箱运输无

疑是其中的一个便捷途径。冷轧高强集装箱板作为生产集装箱的基料，其性能与板形等质量因素对成品合

格与否有重要影响。高强集装箱板客户往往对板形、翘曲等方面有苛刻要求，如要求 2 米长样板浪形均小

于 4mm，对角线长度差小于 2mm 等。平整是决定高强集装箱板板形、性能的最后一道工序，对于保证冷轧板

带的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4]。由于高强集装箱板抗拉强度往往在 800MPa 以上，平整难度极大，

时常出现轧制力大、边浪、翘曲等问题。文献[5-6]分别研究了终轧温度、铌与硼元素对高强度集装箱板性

能与组织的影响，而对于高强集装箱板平整轧制方面的研究少见报道。本文通过对平整轧制的问题进行剖

析，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解决了高强集装箱板的板形、翘曲问题，实践效果良好。

2 平整轧制问题

2.1 轧制力大

以某卷高强集装箱板为例，规格 930mm*1.2mm，平整采用恒延伸率控制，延伸率设定值为 0.8%。平整

一
作者简介：李靖（1985-），男，河北唐山人，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板带轧制工艺研究； Email: lij7538@163.com。电话：

1583255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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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制力偏高，稳定在 10000KN 以上，并且其他部分卷有轧制力达到上限 13000KN 的情况，轧制力数据如图 1

所示。在平整制力达到上限时，平整延伸率仅为 0.3%左右，不足设定值的 40%，平整生产非常困难。

图 1 轧制力数据

Fig.1 The data of rolling force

2.2 边浪

某冷轧厂平整机为单机架六辊平整机，支撑辊与工作辊为平辊，中间辊为 CVC 辊，机架后安装有板形

仪，并配置为中间辊横移、中间辊弯辊、工作辊弯辊、倾辊等板形控制执行机构。生产高强集装箱板过程

中，平整轧制力达 1.1KN/mm，单位轧制力大，使用窜辊与弯辊机构进行调节，效果不明显，平整后板形情

况较差，存在明显的板形不良缺陷。板形如图 2 所示。

图 2 高强集装箱板板形图

Fig.2 The flatness of high-strength container board

2.3 翘曲

翘曲是指在带钢切片放在平台上，轧制方向或垂直轧制方向带钢下表面距离平台表面的距离（也可利

用悬垂法测量）。根据上述说明可分为 L 翘和 C翘[7]。由于高强集装箱板强度高且厚度大，生产时易出现

翘曲缺陷，经现场调研与测量，翘曲方向向上，切 2 米样板放于平台，翘曲量最大可达 18mm，翘曲缺陷如

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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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高强集装箱板翘曲图

Fig.3 The warp of high-strength container board

3 问题分析与控制措施

3.1 轧制模式的修改

一般平整机在生产控制中，为了保证带钢力学性能要求，平整机采取恒延伸率模式控制[8]。但是在高

强集装箱板平整采取延伸率模式时，平整机轧制力大，甚至达到了设备极限值 13000KN，造成板形不受控的

现象。针对此问题，对客户进行了走访，了解到客户主要对板形要求高，而对冲压方面要求相对较低，拟

采用恒轧制力模式控制。

考虑到张力辊设备能力与轧制稳定，给出平整前后张力。本文轧制力由经验公式[9]与实际现场数据结

合给出。轧制力计算模型中考虑了钢种（在此以抗拉强度表示）、带钢厚度、带钢宽度、平整机前后张力、

轧辊直径、弹性模量以及带钢的延伸率，利用了 VB 语言编写人机交互界面，如图 4 所示。经过恒轧制力平

整实验，送至客户处符合相应标准，故后续生产时轧制模式由恒延伸率控制改为恒轧制力控制。

图 4 平整机轧制力计算模型

Fig.4 The rolling force model of skin pass mill

3.2 板形目标曲线的设置

板形目标曲线实质是轧后带材内部残余应力沿宽度方向的分布曲线，代表轧后带材的板形状况。通过

对其设定和选择，使轧制过程得到所要求的板形精度的带材[10]。之前在生产高强集装箱板时，中浪控制

幅值较小，约 2IU，在升降速过程中，板形波动剧烈，易出边浪。在上述原因对客户需求识别的基础上，目

标曲线设定为（0，-109，-51），如图 5所示，中浪幅值相应增大，约 5IU，进一步减小出边浪的可能性。

生产实践表明，本目标曲线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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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板形目标曲线设定

Fig.5 The setting of shape target curve

3.3 防缠防皱辊使用与轧径配合方案

本文中的单机架六辊平整机为单独下支撑辊传动，上、下中间辊、上、下工作辊及上支撑辊靠摩擦力

转动，平整机入、出口安装防缠防皱辊，初始位置如图 6a 所示。通过调整入、出口防缠防皱辊高度值，可

改变与带钢接触长度，增加辊子和带钢的包角，增大上表面延伸率，减小下表面的延伸率，可减轻甚至避

免向上翘曲缺陷的发生。调节位置如图 6b 所示。

图6a.防缠防皱辊初始位置图 图6b. 防缠防皱辊调节位置图

Fig.6a The initial position of anti-wrinkle roller Fig.6b The adjusted position of anti-wrinkle roller

为探究单独下支撑辊传动对翘曲情况的影响，建立平整机工作辊与带钢接触的三维模型。为更利于显

示结果，建立的模型辊径差异较大，图 7a 为大辊在上、小辊在下模型，图 7b 为小辊在上、大辊在下模型。

模型中工作辊为弹性体，带钢为弹塑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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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大辊在上、小辊在下有限元模型 图7b.小辊在上、大辊在下有限元模型

Fig.7a Large roll on the upper and small roll Fig.7b Small roll on the upper and large roll

in the lower finite element model in the lower finite element model

利用有限元软件进行模拟后，提取带钢实际位置的数值结果，以取样位置（沿轧制方向）为横坐标，

以带钢翘曲高度为纵坐标做图。如图 8a 与 8b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大辊在上、小辊在下模型带钢的翘

曲方向向上，最大数值为 7.7mm，目前生产的带钢即存在此种情况；而小辊在上、大辊在下模型带钢的翘曲

方向向下，最小数值为-3.2mm，此种配辊方式可抑制向上翘曲缺陷的发生。

图8a 大辊在上、小辊在下模型数据图 图8b 小辊在上、大辊在下模型数据图

Fig.8a. Large roll on the upper and small roll Fig.8b Small roll on the upper and large

in the lower data in the lower data

4 结论

本文针对高强集装箱板在平整轧制过程中出现的轧制力大、边浪、翘曲等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并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本文结论如下：（1）验证了使用 2500-3500KN 恒轧制力平整高强集装箱板的可行性。

（2）使用设定目标曲线（0，-109，-51），可有效避免边浪发生。（3）相应提高防皱辊高度、轧辊直径

使用上小下大可减小甚至避免带钢向上翘曲缺陷，保证产品质量，满足客户要求。

814814



参考文献

[1] 程天伦. 网络局部失效条件下集装箱多式联运路径调整方法优化研究[D].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7：1-3.

[2] 许石民，孙登月. 板带材生产工艺及设备[M].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8：1-16.

[3] V.B.金兹伯格 著，姜明东，王国栋等译. 高精度板带材轧制理论与实践[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0，133-134.

[4] V.B.金兹伯格 著，马东清，陈荣清等译. 板带轧制工艺学[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9，205-210.

[5] 李文远，刘锟，惠亚军等，终轧温度对热轧高强集装箱用钢组织及性能的影响[J]，钢铁研究学报，2015 年 8 月，第 27

卷，第 8期，64-68.

[6] 宋仁伯，文新理，张永坤等，Nb-B 复合高强度集装箱板的组织与性能[J]，材料科学与工艺，2011，第 19 卷 第 3 期，

106-112.

[7] 卢兴福. 钢板带板形瓢曲与翘曲变形行为研究[D]. 北京：北京科技大学, 2015.1-12.

[8] 白振华, 刘宏民, 李秀军,等. 平整轧制工艺模型[M].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0.

[9] 曾长操. 平整机轧制力和延伸率的研究[D]. 燕山大学, 2002.13-22.

[10] 连家创, 戚向东. 板带轧制理论与板形控制理论[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3-6.

815815



基于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的钢卷边部缺陷检测

王泽鹏，于洋，王林，王畅，张亮亮，高小丽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43）
摘 要：钢卷的边部质量不但影响着后续生产的效率和稳定性，还影响了产品的整体产品质量。目前国内外大部分钢铁企业

仍只是进行人工检测，尚未有高效、准确的设备对端部质量进行监控。本文研究了通过机器视觉和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对

钢卷边部缺陷进行定位和检测。通过结合钢铁领域知识，对数据进行处理，并对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参数进行了优化。研

究发现，Faster R-CNN 神经网络在经过足量的有效数据训练足够多的世代后，对钢卷边部缺陷具有良好的识别能力。使机器

具备取代人工检测，进行自动检测缺陷的功能。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用人成本，为钢铁行业智能化提供经验。

关键词：带钢；Faster R-CNN；深度学习；机器视觉；边部缺陷

文献标志码：A

Detection of Steel Coil Side Defects Based on Faster R-CNN Neural

Network

WANG Ze-peng, YU Yang, WANG Lin, WANG Chang, ZHANG Liang-liang, GAO Xiao-li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ougang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43, China)

Abstract: The side quality of steel coil not only affects the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of subsequent

production, but also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At present, most steel companies at

home and abroad still detected manually, still didn’t have any efficient and accurate way to

monitor the side quality of coil. We studied the location and detection of coil side defects through

machine vision and Faster R-CNN neural network in this paper. Processed data by combining the

knowledge of steel field, and the parameters of Faster R-CNN neural network are optimized.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aster R-CNN neural network has good localization and recognition rate for steel

coil side defects through training enough generations with sufficient effective data, machines

can replace humans to locate and detect side end defects. Thereby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reducing the cost of personnel, and providing experience for intelligence of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Key Words: Steel Strip; Faster R-CNN; deep-learning; machine vision; side defect

在带钢生产过程中，由于边部温降大和应力集中，容易使带钢边部产生各种质量缺陷
[1]
。所谓“端部缺

陷”，指的是薄带钢侧端面发生的缺陷，常见的端部缺陷有毛刺、边裂缺陷等，如图 1所示。这些缺陷在后

续的生产工序中，时常引发断带等生产事故，因此带钢端部质量检测是热轧质检的主要检测项目之一。端

部缺陷需要从垂直于带钢侧端面的方向进行观察才能有效的发现。目前国内外主流钢厂均采用百事泰

（Parsytec）或康耐视（Cognex）在线表面检测系统进行实时的带钢缺陷检测。这些系统可以有效的检查

带钢上下表面的缺陷，包括边部缺陷。但是对于厚度仅在 1-10mm 左右的热轧带钢，主流的表检系统都无法

对其端部缺陷进行有效检测。

因此，本文探索了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图像智能识别技术在带钢端部缺陷检测中的应用。研究了通过

机器视觉对热轧带钢端部进行图像采集、处理，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对带钢的端部

缺陷进行定位、标记、检测。为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以及加强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推动钢铁业智

能检测的发展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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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带钢端部缺陷

Fig.1 Side End Defects of Strip

1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的建立

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有很多种，例如 R-CNN、YOLO、SSD、Faster R-CNN、Mask R-CNN

等，这些深度神经网络以更高的准确率和运行效率以及可学习的特性逐步淘汰了传统的目标检测算法，如

Haar 特征+Adaboost 算法、Hog 特征+Svm 算法、DPM 算法等
[4-11]

。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是由任少卿等人
[12]

在 2016 年提出的多目标定位检测神经网络模型。其与 R-CNN

和 Fast R-CNN 相比，通过采用 RPN 网络代替 Selective Search 方法来自动生成 Region Proposals，从而

具有更加良好的准确率、更快的运行效率和占用更少的运行资源，成为目前较为成熟、应用较为广泛的多

目标检测神经网络模型。Faster R-CNN 神经网络是通过卷积神经网络、全连接网络、前馈神经网络的组合，

从而对不同图片进行处理，对不同检测目标进行特征提取，进而对目标进行定位、分类。故此，本文选择

通过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对带钢端部缺陷进行检测。

1.1 Faster R-CNN 的模型结构

本文搭建的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的模型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模型结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Faster R-CNN Neural Network Model Structure

由图 2 可知，Faster R-CNN 模型的大概流程如下：首先将尺寸为 P×Q的图片缩放至 M×N 尺寸。然后

通过 VGG16 神经网络对图片提取特征。随后将提取出来的特征图送往 RPN（Region Proposal Network）网

络。

RPN 网络是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拥有更快运算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RPN 网络将提取到的 proposals

嵌入到网络内部，通过共享卷积层参数的方式提升了 proposal 的生成速度。RPN 网络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是引入了 anchors，anchors 是拥有固定尺寸的边界框，其有三种尺寸{128
2
，256

2
，512

2
}和三种长宽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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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1}共 9 种大小，具体如图 3 所示。VGG16 网络得到的特征图的每个点都会对应这 9 种尺寸的

anchors，即如果 feature map 的大小为 W×H，则共有 W×H×9 个 anchors。因为 anchors 的作用是分类和

回归生成 proposals，所以 anchors 后面接的全连接层有两个子连接层，一个用于分类，一个用于回归。然

后将生成的候选区域送往 RoI（Region of Interest）Pooling 层。

RoI Pooling 层通过结合 VGG16 网络传递过来的特征图以及 RPN 网络传递过来的 proposals，将在 RPN

网络中得到的 proposals 的位置映射到 VGG16 网络传递的最后一层特征图中，并对特征图的对应区域进行

池化操作，得到固定大小（7×7×ConvDepth）输出的池化结果，将此结果传递到后续的全连接层中；全连

接层后接两个子连接层：分类层和回归层，分类层用于判断proposals的类别，而回归层预测和训练proposal

的准确位置。

图 3 anchors 的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anchors

1.2 Faster R-CNN 网络的训练

本文使用的操作系统为 Widows 系统，采用 CPU 进行训练，Faster R-CNN 神经网络模型采用 Python 语

言的 TensorFlow 框架进行运行。由于 CPU 算力有限，学习率如果过大会导致迭代发散无法收敛，故本文学

习率设定为 0.0001。

Faster R-CNN 网络的 RPN 网络对所有 anchors 都会与标定好的真实框进行对比，并给出每个 anchor 的

IoU（Intersection over Union）值。本文设定的 IoU 阈值为：当 IoU<0.1 时，做为负样本保留（background），

当 IoU>0.7 时，做为正样本保留（foreground），其余的 proposals 全部舍弃。在通过 IoU 筛选好 proposals

后，将所有 proposals 按照 IoU 大小进行排序，保留前 12000 个 proposals（可根据需求设置），再通过 NMS

（Non Maximum Suppression，极大值抑制）筛选至 2000 个 proposals（可根据需求设置）进入到 RoI Pooling

进行池化处理。

RPN 网络由于涉及到了分类和回归，所以需要定义一个多任务损失函数（Multi-task Loss Function），

包括 Softmax Classification Loss 和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Loss，损失函数公式定义如式 1-1
[12]

所

示：

L �� , �� = �
��썐⌃ � ��썐⌃ ��,��

�� � � �
���� ���

��������,��
��� (1-1)

其中：i 为 mini-batch 中 anchor 的索引值，��为索引为 i的 anchor 的预测概率，��
�为固定值，当 anchor

为正样本时，��
�=1，为负样本时，��

�=0。分类损失（classification loss）��썐⌃为正负样本的对数损失（log

loss）。��썐⌃和����是归一化处理，��썐⌃是根据mini-batch的大小进行归一化（一般为256），����是根据anchor

数量进行归一化（一般为����~2400）。�为加权平均系数，默认为 10。

回归损失（regression loss）�������,��
��=R���,��

��，其中 R 为 Smooth L1 损失函数，Smooth L1 损失函数

公式如式 1-2 所示，函数曲线如图 4 所示：

Smooth�� x = 0.5��, |x| ≤ �
� � 0.5, otherwise

(1-2)

818818



图 4 Smooth L1 损失函数曲线

Fig.4 Smooth L1 Loss Function Curve

R���,��
��中，��和��

�为四个坐标参数，参数公式如式 1-3 所示：

�� =
����
��

, �� =
����
��

,�� = log � �� ,�� = log � �� (1-3)

��� =
��� � ���

��
,��� =

��� � ���
��

,��� = log ������� ,��
� = log �������

式中，x，y，w 和 h是边界的中心点坐标以及宽度和高度，x，xa和 x
*
分别是预测边框，anchor 框和真

实框的坐标，y、w、h同理。

2 模型应用

本文的训练迭代次数为 10000 次，训练集图片为 200 张，训练结束后会得到 ckpt 格式的过程参数文件，

设置测试运行文件 test.py 中的过程参数读取路径，随后通过测试数据集对训练好的 Faster R-CNN 神经网

络进行测试。本文选取了 20 张包含热轧、冷轧带钢端部缺陷的图片进行测试。各类缺陷的识别率如表 1所

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Faster R-CNN 对热轧带钢的端部缺陷识别率良好，可以达到工业应用水准，但

是对冷轧带钢的端部缺陷识别率较差。这是由于热轧带钢的端部缺陷尺寸较大、分布稀疏，容易进行特征

提取，而冷轧带钢的端部缺陷尺寸小、分布密集，在训练集标定时，只能采取区域标定。测试集的标定结

果如图 5 所示。

表 1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端部缺陷测试结果

Table 1 Test Results of Side End Defects of Faster R-CNN

缺陷种类 热轧毛刺

（10 张）

天车夹伤

（2张）

溢出边

（2张）

冷轧毛刺

（3 张）

边裂

（3张）

缺陷识别率 90% 100% 50% 66.7% 66.7%

图 5 实验结果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Results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Faster R-CNN 神经网络对钢卷边部缺陷识别、定位准确，具有良好的识别能力。

由于算力的限制，本文迭代次数仅为 10000 次，次数较少，未能完美拟合标定缺陷。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

迭代次数、扩大样本量，来获得更好的缺陷识别效果。并且需要进一步对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中的参数

进行结合轧制专业知识进行优化，来获得更好的缺陷识别率。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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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本文提出了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对带钢端部缺陷进行智能识别的方法。

综合利用机器视觉、神经网络来改善和提高目前端部缺陷的检测效率和准确率。

（2）Faster R-CNN 神经网络具备优秀的目标检测功能，在足够的训练样本和迭代次数的基础上，结合

轧制领域专业知识，对 Faster R-CNN 神经网络进行参数优化以及数据处理，可以获得优秀的钢卷边部缺陷

的识别率。

（3）本实验受实验训练样本和算力的限制，未能对热轧边部所有缺陷进行训练。增加实验训练样本和

迭代次数，可有效增加边部缺陷的识别率，进而推动钢铁行业的智能化和无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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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连续处理机组带钢跑偏机理分析

王 明
1

吕 喆
2

龚 磊
1

刘海超
1

游学昌
1

齐杰斌
2

（1.首钢迁安新能源汽车电工钢有限公司，河北迁安 064400；2.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河北迁安 064400）

摘 要：对带钢跑偏的有效控制是保证机组高效生产的首要前提。本文重点对常见的几种跑偏形式进行了机理分析。通过机

理分析可以预判带钢跑偏运行方向，为采取防跑偏措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对实际生产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此外，机理

分析有助于设计防跑偏装置，如自纠偏倒八字托辊、自纠偏凸度辊等。本文所述内容对类似机组跑偏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跑偏；机理分析；防跑偏；带钢

Abstract：Effective control of strip deviation is the first prerequisite to ensure efficient production.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of several common off tracking forms.The running direction of the strip can

be predicted by the mechanism analysis, which provides a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reventing off tracking

measures. It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actual production .In additi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is helpful

to the design of preventing off tracking devices, such as self-rectifying pour eight roller, self-rectifying crown

roller, etc. The content of this paper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strip deviation in similar line.

Key words：off tracking；mechanism analysis；prevent off tracking；strip

1 前言

冷轧硅钢做为重要的工业生产原料，伴随着家电、汽车、电机、变压器等制造领域的快速发展，对其

材质、性能、板形、表面质量、尺寸精度的要求也日趋严格。在各种机组生产中，带钢连续运行的一个重

要前提便是带钢稳定地位于机组的中心线上。尤其是酸连轧机组、连续退火机组等，全线带钢长达数千米。

因此，对带钢跑偏的有效控制是保证机组高效生产的首要前提。然而在实际生产中，带钢的跑偏始终是一

个顽疾
【1】

。

影响带钢跑偏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板形、张力、辊体安装精度、挤干辊（或夹送辊）两端压力、辊子

表面粗糙度、带钢在辊子表面的包角、带钢的硬度、辊子的凸度等。以上因素多数在生产过程中是无法实

时调节的，要想保障带钢运行不跑偏，机组设计时必须根据产品规格、工艺参数、设备布置等情况来合理

选取纠偏设备、布置形式、带钢自由段的长度以及最大纠偏角度。合理的设计方案是解决带钢跑偏问题的

根本保障。

以上因素是可能导致带钢跑偏的影响因子，究其跑偏与否的根本原因为带钢与辊子之间的横向静摩擦

力是否大于带钢的横向扰动力。当带钢与辊子之间的横向静摩擦力大于带钢的横向扰动力时，不会产生带

钢的跑偏现象。若带钢的横向静摩擦力小于带钢的横向扰动力时，则会发生跑偏，直至摩擦力大于扰动力，

带钢才会停止跑偏。

以下就几种比较常见的跑偏形式进行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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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带钢跑偏机理分析

2.1 辊体垂直度误差引起带钢跑偏

带钢经过从动托辊时，带钢会给托辊一个摩擦力驱使托辊跟随带钢转动，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托

辊会给带钢一个反向阻力。当托辊轴线不与带钢中心线垂直时，经过托辊后的带钢各横截面受力并非均匀

分布。如图1所示，当托辊传动侧偏向带钢运行出口方向时，经过辊面c点之后的带钢所受阻力F1沿带宽方

向是均匀分布的，但在带钢刚经过辊面a点且未通过辊面c点时，a点与b点之间的带钢所受阻力F2如图1所示。

由此可见此部分带钢所受合力不在带钢中心线上，受力整体偏操作侧，从而形成迫使带钢向操作侧偏转的

转动力矩，致使带钢向操作侧跑偏。自纠偏倒八字托辊正是基于此原理进行设计的
【2】

，布置形式如图3所示。

托辊为主动辊时，辊体给带钢提供向前的动力，带钢受力及跑偏与从动辊分析类似，但方向相反，具

体如图2所示。

图1 从动托辊带钢受力 图2 主动托辊带钢受力

Figure 1 strip is stressed on free roller Figure 2 strip is stressed on drive roller

图3 自纠偏倒八字托辊

Figure 3 self-rectifying pour eight roller

2.2 辊体水平度误差引起带钢跑偏

以从动辊为例，带钢在张力的作用下绷紧在辊体表面，当辊体传动侧水平度偏高呈托起带钢状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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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侧辊体所受的正压力将大于操作侧，从而带钢对辊面的摩擦力从传动侧向操作侧将依次减小，根据作

用力与反作用力，辊体对带钢的阻力如下图4所示，由于沿带钢板面横向受力不均，阻力合力不在带钢的中

心线上，从而形成驱使带钢向传动侧跑偏的偏转力矩，进而导致带钢向坡度高的传动侧跑偏。这也正是凸

度纠偏辊自纠偏的原理所在
【3】

，如图6所示。

若辊体为主动辊，辊体对带钢提供向前的动力，受力分析及带钢跑偏如图5所示。

图4 从动辊带钢受力 图5 主动辊带钢受力

Figure 4 strip is stressed on free roller Figure 5 strip is stressed on drive roller

图6 凸度纠偏辊

Figure 6 self-rectifying crown roller

2.3 带钢板形问题引起带钢跑偏

引起带钢跑偏的原料板形主要是浪形，冷轧带钢浪形主要分为单侧边浪、双侧边浪、中浪、单侧1/4浪、

双侧1/4浪５种。不同的浪形在辊体上的受力不同（以主动辊为例）。双侧1/4浪、双侧边浪、中浪等带钢

在辊体上受力分别如图7-图9所示，带钢在辊体上受力是对称分布，即使浪形大些，也不会造成跑偏。反之，

如果受力不对称，则容易使带钢在辊体上发生中心线偏离，导致跑偏。受力不对称的浪型为单侧边浪、单

侧1/4浪，受力分析如图10、图11所示，这两种浪形最容易引起跑偏。此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果双侧边

浪、双侧1/4浪两侧浪形大小不对称，也会引起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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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双侧1/4浪受力 图8 双侧边浪受力

Figure 7 stressed for both sides of the 1/4 wave Figure 8 stressed for both sides of edge wave

图9 中浪受力 图10 单侧边浪受力

Figure 9 stressed for middle wave Figure 10 stressed for one sides of edge wave

图11 单侧1/4浪受力

Figure 11 stressed for one sides of the 1/4 wave

2.4 挤干辊、夹送辊等压力不均引起带钢跑偏

挤干辊、夹送辊等上辊压下两侧压力不均时，将引起辊子对带钢的正压力沿带钢横向分布不均，进而

使辊子对带钢施加的摩擦力合力不在带钢的中心线上，致使带钢跑偏。对带钢施加的摩擦力有向前的动力

和向后的阻力两种情形，带钢跑偏的方向是不同的。若辊子是带驱动的，则给带钢的作用力是向前的动力，

如图12所示，传动侧压力大时，辊面施加给带钢向前的摩擦力从传动侧到操作侧是依次变小的，从而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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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驱使带钢向压力小、开口大的操作侧偏移转动的力矩，进而迫使带钢向操作侧跑偏。

若辊子为从动辊，带钢受力及跑偏将如图13所示。

图12 主动辊带钢受力 图13 从动辊带钢受力

Figure 12 strip is stressed on drive roller Figure 13 strip is stressed on free roller

3 结论

在冷轧带钢生产运行过程中，有诸多因素可以造成带钢的跑偏，因而跑偏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实际生产中, 提高辊体设备安装精度是减少带钢跑偏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结合张力稳定控制、改

善来料板形、增设纠偏装置等将会使带钢的跑偏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跑偏机理分析对以下方面意义重大。

1）通过机理分析可以预判带钢跑偏运行方向，为采取防跑偏措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实际生产过

程中，有时可调整辊道安装精度进而使带钢反跑偏，最终达到抑制无法短期根除的跑偏情况，此时需要运

用跑偏机理进行调控，不然调反加大跑偏趋势将容易出现带钢刮边断带故障。

2）跑偏机理分析有助于设计纠偏装置，如自纠偏倒八字托辊、自纠偏凸度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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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钴基合金粉末氧含量对氧化性的影响研究

原 慷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材料研究所，北京市 102206）

摘 要：用于高温抗氧化的高质量镍/钴基合金涂层往往要求高纯度。合金粉末的氧含量是最为重要的纯度指标之一。不同

雾化技术及工艺制备的镍/钴基粉末氧含量不同，氧含量会在几百至几千 ppm 范围，其中真空雾化可以制备 100ppm 水平的高

品质粉末。本研究重点关注不同氧含量镍/钴基合金粉末的高温氧化行为，研究氧含量对材料抗氧化性的影响。文中对不同

成分的粉末进行了 1100℃真空或大气下不同时间的热处理，对材料中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真空和大气热

处理环境中粉末表面均形成氧化物，包括氧含量、尖晶石、钽氧化物等，分析讨论了粉末中 O、Y、Ta 等杂质及微量元素的

扩散机制及其对合金材料抗氧化性的影响。

关键词：氧含量；镍/钴基粉末；真空雾化；抗氧化性

1 背景介绍

镍/钴基MCrAlY合金已被广泛用作飞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燃烧室和涡轮热端部件的防护涂层
[1]
。MCrAlY

合金涂层可以在高温下形成致密氧化铝膜进而提供抗氧化防护
[2]
。涂层的抗氧化性受诸多因素影响，比如

合金成分、显微组织、缺陷、喷涂工艺等
[2,3]

。在工业生产中，涂层材料的品质控制至关重要，既包括成分

控制（主元素、微量元素和杂质元素），也包括缺陷控制（表面与界面孔隙、裂纹）。如果MCrAlY涂层表

面可以迅速形成纯度高、致密且粘附力强的连续氧化铝膜，该涂层将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性。很多研究关注

合金元素，包括主元素Ni、Co、Cr、Al，和微量添加元素如Y、Hf、Si等对涂层性能的影响
[4-7]

，但对于杂

质元素如O含量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

在本文中，一些氧含量在ppm级的MCrAlY粉末被用于进行高温氧化行为研究，在经过真空和大气环境高温

热处理后分析O、Y、Ta等杂质及微量元素的扩散行为。

2 试验

采用真空雾化（VA）和大气雾化（GA）工艺进行了几种 MCrAlY 合金粉末的制备。在真空雾化中，合金

被加热熔化，并被压缩氩气进行气雾化破碎，随后雾化液滴在真空仓内飞行过程中冷凝形成固态粉末颗粒。

真空雾化制备的粉末氧含量低，一般可以控制在 100ppm 水平。大气雾化制粉则由于并非在真空环境下雾化，

粉末杂质含量较高，如氧含量一般在 1000ppm 以上。本研究中采用真空雾化制备了编号为 VA-1

(Ni-24Cr-4.4Al-0.6Y, wt.%, 140 ppm O, 110 ppm C, 45 ppm S) 和 VA-2 (Ni-27Cr-7Al-0.5Y, wt.%, 180

ppm O, 110 ppm C, 45 ppm S) 两种粉末，采用大气雾化制备了编号为 GA-3 (Co-23Cr-8Al-7Ta-0.8Si-0.8Y,

wt.%, 1900 ppm O, 17000 ppm C, 17 ppm S) 一种粉末。三种粉末的平均粒径约 60~70 微米。图 1 展示了

这三种粉末的电镜形貌，其中真空雾化的两种粉为球形或类球形，大气雾化粉末为不规则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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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As-received powders: (a) VA-1, (b) VA-2, (c) GA-3.

图 1. 原始态粉末外观：(a) VA-1, (b) VA-2, (c) GA-3.

热处理试验在真空炉或大气炉中进行，加热温度 1100ºC，保温时间分别是 0.5 小时和 3 小时。试验后，

部分粉末被制成横截面金相样。采用 SUPRA55 型扫描电镜对粉末的形貌和显微组织进行观察。采用能谱仪

进行了微观成分分析。粉末中的 O、C、S 等杂质含量则使用 ELEMENTRAC ONH-p 氧氮氢分析仪和 CS744 型碳

硫仪进行测试。另外，本文应用 ThermoCalc 软件（配置 TCNI8 镍基数据库）进行了材料热力学计算，辅助

试验观察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低氧含量粉末氧化行为分析

图 2 和图 3 展示了两种 VA 粉末的表面形貌。热处理前的粉末表面是光滑状态，经过真空热处理后粉末

表面变得粗糙，且经过能谱确认表面析出物含 Y 元素。Y 元素在表面富集说明了在高温真空环境中 Y 从粉

末内部向表面扩散，这和 Y 元素原子半径大及其在镍基体中固溶度低有关。前期研究表明 MCrAlY 涂层可以

在真空环境中在表面形成氧含铝膜，其中 O 的来源不仅是环境中微量的氧气，还更多地来自合金内部残留

的固溶氧。然而本文 VA 粉末经过真空热处理后表面没有形成氧化铝，表面富集 Y 元素似乎也是以金属相存

在。这可能和这两种 VA 粉末的氧含量低有关。使用 ThermoCalc 软件进行热力学计算表明，两种粉末中的

Y 可能以 Ni17Y2 形式存在。经过真空热处理后 VA 粉末还出现了相互焊接粘连现象，这也反应出真空雾化

低氧含量 MCrAlY 粉末在喷涂或增材制造过程中更容易冶金结合。

Fig. 2. Surface morphology of VA-1 powders: a) as received, b) 1100ºC for 0.5h in vacuum, c) 1100ºC for 3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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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 d) 1100ºC for 0.5h in air, e) 1100ºC for 3h in air.

图 2.VA-1 粉末表面微观形貌：a)原始态, b) 1100ºC 0.5 小时真空热处理, c) 1100ºC 3 小时真空热处理, d) 1100ºC 0.5

小时大气热处理, e) 1100ºC 3 小时大气热处理.

Fig. 3. Surface morphology of VA-2 powders: a) as received, b) 1100ºC for 0.5h in vacuum, c) 1100ºC for 3h in

vacuum, d) 1100ºC for 0.5h in air, e) 1100ºC for 3h in air.

图 3.VA-2 粉末表面微观形貌：a)原始态, b) 1100ºC 0.5 小时真空热处理, c) 1100ºC 3 小时真空热处理, d) 1100ºC 0.5

小时大气热处理, e) 1100ºC 3 小时大气热处理.

Table 1 Elemental content at the powder surface (wt.%), measured by EDX with 15kV beam voltage.

表 1 粉末表面元素含量（能谱分析结果，15kV 电子束加速电压）

Sample

样品编号

As received

原始态

0.5h in vacuum

0.5 小时真空

3h in vacuum

3 小时真空

VA-1 4~4.7 Al, 0.5~0.6 Y, 0~1 O
4.2~4.7 Al, 0.9~3.6 Y,

0~1 O
4.4 Al, 2.4 Y, 0~1 O

VA-2 6.5~7 Al, 0.4~0.5 Y, 0~1 O
6.8~7.1 Al, 1~1.7 Y,

1~2.5 O
6.9~7.2 Al, 1.7~3.7 Y, 0~1 O

在大气氧化热处理条件下，粉末表面形成了明显的氧化物。经能谱确认，这些氧化物为氧化铝和 Ni-Cr

氧化物（可能是尖晶石）。典型的氧化物形貌由图 4 展示。尖晶石氧化物呈现为棱角结晶块状结构，且生

长在氧化铝膜外面；而氧化铝则以更为致密连续膜形式生成。结果说明，对于要求严格控制孔隙率和内氧

化的高品质 MCrAlY 涂层的制备，需要使用真空喷涂而非大气喷涂，否则容易造成粉末在喷涂过程中表面氧

化影响涂层的冶金结合。同时，真空热处理对改善涂层质量也有益处，比如 Y 元素向涂层表面扩散将会对

后期表面防护型氧化铝膜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

图 5 和图 6 展示了 VA 粉末内部横截面显微结构。原始态的粉末内部含有一些铸造缺陷孔隙。经过真空

热处理后，这种孔隙的量会减少，说明这种孔隙在高温真空下有所愈合。在大气热处理条件下，粉末表面

形成了以氧化铝为主的连续氧化膜，同时在粉末内部表层生成了一些内氧化物。经过能谱确认，这些内氧

化物主要是氧化铝。VA-1 粉末含有的内氧化物多于 VA-2，这和前者含有较低的 Al 含量有关。经过 3小时

的氧化，VA-1 粉末内部的 Al 含量降至 3.5%，一些局部甚至低于 1%。而 VA-2 在经过同样时间氧化后 Al 含

量降至 4~5%，高于 VA-1 粉末。VA-2 高的 Al 含量有助于提供更好的抗氧化性。对于两种 VA 粉末，3 小时

的氧化形成了约 1~2 微米厚的氧化膜（氧化铝+尖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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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Oxides at surfaces: a) spinels, b) alumina scale (cross section).

图 4 VA 粉末表面氧化物形貌：a)尖晶石（表面），b)氧化铝膜（断裂横截面）。

Fig. 5. Cross sections of VA-1: a) as received, b) 1100ºC for 3h in vacuum, c) 1100ºC for 3h in air.

图 5 VA-1 粉末横截面显微组织：a)原始态，b)1100ºC 3 小时真空热处理，c)1100ºC 3 小时大气热处理

Fig. 6. Cross sections of VA-2: a) as received, b) 1100ºC for 3h in vacuum, c) 1100ºC for 3h in air.

图 6 VA-2 粉末横截面显微组织：a)原始态，b)1100ºC 3 小时真空热处理，c)1100ºC 3 小时大气热处理

根据图 7 所示的能谱面扫结果，在粉末表面连续氧化铝膜中还形成了 Y 的氧化物。显然，在高温氧化

过程中，作为比 Al 更亲氧的 Y 元素向外扩散参与了氧化铝膜的形成。图 8 进一步展示了 Y 元素氧化行为。

在真空中 Y 元素向粉末表面扩散形成了 Ni-Y 金属相，而在大气氧化中 Y 形成了氧化物。显然，热处理环境

也会对粉末氧化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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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EDX maps in sample VA-2 at 1100ºC for 3h in air.

图 7 经过 1100ºC 3 小时氧化后的 VA-2 粉末横截面能谱面扫图。

Fig. 8. Cross sections of powders: a) Ni-Y precipitates formed at 1100ºC for 3h in vacuum, b) Y-oxides in spalled

alumina oxide scale at 1100ºC for 3h in air.

图 8 粉末横截面：a)1100ºC 3 小时真空处理后形成的 Ni-Y 金属析出相，b)1100ºC 3 小时大气热处理后形成的 Y氧化物。

3.1高氧含量粉末氧化行为分析

比于 VA 样品，GA-3 粉末为不规则形态，且具有更高的 O 和 C 含量，这会显著影响粉末的氧化行为。由

于 9 所示，经过真空热处理后 GA 粉末表面会形成一些析出物。能谱分析表明，这些析出物为含 Ta 的碳化

物（可能是 TaC）。由图 10 粉末横截面显微结构进一步可以看出这种 TaC 在真空热处理后确实有向表面富

集的趋势。另外，真空热处理后粉末表面形成了氧化铝膜。与 VA 粉末真空真热处理行为比较可以看出，本

身氧含量更高的GA粉末中O元素在高温真空下向粉末表面进行了扩散迁移，进而促进了表面氧化铝的形成。

对于 GA 粉，真空热处理没有显著减少粉末内部或表层的孔隙/裂纹缺陷数量，但是起到了降低粉末内部氧

含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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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Surface morphology of GA-3 powders: a) as received, b) 1100ºC for 0.5h in vacuum, c) 1100ºC for 3h

in vacuum, d) 1100ºC for 0.5h in air, e) 1100ºC for 3h in air.

图 9.GA-3 粉末表面微观形貌：a)原始态, b) 1100ºC 0.5 小时真空热处理, c) 1100ºC 3 小时真空热处理, d) 1100ºC 0.5

小时大气热处理, e) 1100ºC 3 小时大气热处理

在大气热处理条件下，GA 粉末氧化更加严重。除了氧化铝，Ta 的氧化物也被发现。尖晶石氧化物在 GA

粉末表面相对较少，但是相比 VA 粉末，GA 粉末表层氧化膜明显更厚（氧化 3 小时厚度 2-5 微米）。Ta 的

氧化物在氧化铝膜中以分散形式存在。区别于 Y，坟墓中 Ta 的碳化物并未没出现明显消耗（图 10c）。这

说明在氧化过程中粉末内部的 TaC 保持相对稳定。在图 12 中，明显的 Al 消耗发生，从而形成了靠近粉末

表层的贫 Al 区。根据能谱及热力学计算推断，粉末基体主要是钴基面心立方相，同时包含 CoAl/Co3Al、

Cr7C3、TaC/Y2C3 等可能析出相。其中碳化物的存在会为 GA 粉末提供更高的高温硬度，但也会使这种粉末

更不容易喷涂形成致密涂层。

Fig. 10. Cross sections of GA-3: a) as received, b) 1100ºC for 3h in vacuum, c) 1100ºC for 3h in air.

图 10 GA-2 粉末横截面显微组织：a)原始态，b)1100ºC 3 小时真空热处理，c)1100ºC 3 小时大气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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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Ta rich precipitates (bright particles) under backscattered electron images: a) as received, b) 1100

ºC for 3h in vacuum, c) 1100ºC for 3h in air.

图 11 背散电子图像下粉末表面 Ta 析出相：a)元素态，b)1100ºC 3 小时空热处理，c)1100ºC 3 小时大气热处理。

Fig. 12. EDX maps in sample GA-3 at 1100ºC for 3h in air.

图 12。GA-3 粉末经过 1100ºC 3 小时大气氧化后横截面能谱面扫图。

图 13a 展示了 GA-3 粉末表层及表面氧化膜横截面显微组织。在氧化膜内和粉末基体表层均发现了 Ta

析出物。在氧化膜内部，Ta 元素以氧化物存在，说明大气氧化过程中 Ta 参与了氧化。图 13b 展示了一个

位于粉末基体表层 TaC 的氧化形态。该碳化物颗粒已被 Al 和 O 渗透，说明 Al 和 O 扩散进入了碳化物中。

由于氧化铝相对容易形成，因此一种较为合理的推测是 Ta 的氧化是由于氧化铝和 TaC 在微区发生反应后加

速了 TaC 的分解，同时也造成了 Ta 的氧化。

Fig. 13. Oxidation of Ta carbides at powder surface: a) in oxide scale, b) in bulk carbides (the encircled

parts are Al and O rich).

图 13 粉末表面 Ta 碳化物的氧化：a)氧化膜内，b)粉末基体内的碳化物（圈中部分含有 Al 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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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研究了几种真空雾化和大气雾化 MCrAlY 粉末的真空及大气氧化行为。结果表明，真空热处理会降低

粉末内的孔隙缺陷，同时降低粉末内部氧含量。真空下，粉末内部氧元素会向粉末表面扩散。低 ppm 级氧

含量的粉末有利于形成更薄更致密氧化铝膜。更高 Al 含量的粉末的抗氧化性更高。Y 作为亲氧元素会参与

到氧化铝膜的生成中。Ta 和 C 元素在粉末中以碳化物形式存在，并在大气氧化过程中会被缓慢分解氧化。

由于含 Ta 的氧化膜更厚，因此过量的 Ta 可能会降低 MCrAlY 抗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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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况下钨电极抗烧损性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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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钨电极作为关键热源材料广泛应用于氩弧焊、等离子体焊接、喷涂、切割技术和冶金工业中，而

钨电极的抗烧损能力是影响其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本文针对不同应用背景，在同等测试环境下，对比不

同类型钨电极材料烧损程度。并针对电极工作后形貌和活性物质的变化情况，简要分析探讨了电极烧损机

制。钨电极抗烧损性能研究为钨电极材料的进一步设计选材和工艺优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钨电极；稀土；抗烧损；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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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ti-burning Performance of Tungsten Electrode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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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102206)

Abstract: Tungsten electrode is widely used as a key heat source material in argon arc welding, plasma welding,

spraying, cutting technology and metallurgical industry. The anti-burning ability of the tungsten electrode is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its service lif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anti-burning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tungsten electrode materials in the equivalent test environments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

backgrounds. Aiming at the changes of morphology and active materials after electrode operation, the mechanism

of electrode burning was discussed briefly. The study on anti-burning performance of tungsten electrode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sign and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tungsten electrode material.

Key words: tungsten electrode, rare earth, anti-burning, work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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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电极作为热电子发射材料广泛应用于氩弧焊、等离子体焊接、喷涂、切割等技术领域。热电子发射

材料需要具备如下特点：电子发射能力强，熔点高，蒸发率小 （工作温度必须在 2000K 以上）；高温力学

性能优良；化学稳定性良好；原料丰富，加工成材率高，成本低。钨以其低逸出功（4.55eV）、高熔点（3410℃）、

低蒸气压（1700℃时钨蒸汽压 6.45×10
-12
mm Hg）、原料丰富等优点，成为工业应用中重要的热电子发射材

料
[1]
。

所谓热电子发射是指通过加热给予电子足够的能量，使电子能够克服固体-真空势垒逸出表面的物理过

程。电子能否越过势垒，是由电子所具有的能量和表面势垒高度决定的。由理查森公式可知，发射性能提

升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降低表面势垒高度，可通过降低逸出功实现；另一方面，提升电子能量。

在热发射过程中，电子所具有的能量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的，工作温度提高有利于热发射电流的增大，

但是温度升高的同时也带来了电极烧损问题。

i 是热体发出的饱和电流密度（A/m
2
）；

K 是玻耳兹曼常数；

A 是与材料有关的发射系数；

W 是逸出功；

T 是绝对温度，单位是 K。

自上世纪初至今，100 多年的钨电极发展历程中，国外内研究机构和企业重点解决了钨如何降低电极

逸出功问题：①1913 年，为进一步提升电子发射能力，发明了替代钍钨电极，电子逸出功为 2.63eV[2-3]；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至本世纪初，为替代钍钨电极，实现绿色环保生产应用需求，发明了单元、多元稀

土钨电极
[1,4]

。近些年，钨电极应用工况要求的不断提升，应用不同场合的钨电极温度也不尽相同，温度一

般高达上千度，甚至上万度。因此，电极抗烧损性能研究受到关注
[5-8]

。本文将从氩弧焊、等离子体、激光

泵浦等不同应用领域应用需求出发，阐述抗烧损性能的评价方法。

1 氩弧焊用电极抗烧损性能测试

氩弧焊是钨电极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传统钨极氩弧焊是手动操作模式，如图 1 所示。电极烧损严重

时，可通过重新磨尖使用。随着自动氩弧焊技术的日趋成熟，电极的连续工作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

提升电极抗烧损能力是行业发展所需。

)/exp(2 kTW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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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钨极氩弧焊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ungsten argon arc welding

1.1 实验

对钨电极进行直流 TIG 焊接试验评测其抗烧损性能。实验所用材料为Φ2.4mm 规格、钍钨电极（WTh）、

多元复合稀土钨电极（WX）两种类型钨电极；所用设备为 WS-400 型氩弧焊机。实验参数主要包括焊接电流、

氩气流量、弧高、电极尖端锥角、伸出喷嘴长度。本实验参数如表 1，采用精密电子天平进行初始电极质量

的称量，焊接工作一定时间后，进行再次称量，对比质量损失情况。电极形貌采用体式显微镜进行观察。

表 1 烧损实验工艺参数

Tab.1 Process parameters of test

1.2 结果与分析

两种电极焊接 20min 前后的损失情况见表 2，WX 电极形貌如图 2 所示，焊接 3h 时的电极形貌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WX 电极焊接后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几何形状，烧损量为 0.6mg，烧损量小于同样测试条件

下同规格的 WTh 电极，并且实验中引弧成功率达到 100%。20min 以及 3h 烧损实验测试，均显示多元稀土钨

电极抗烧损性能明显优于钍钨电极。

表 2 不同电极的烧损量

Tab.2 Burning loss of different electrodes

. Quality before welding (g) Quality after welding (g) Burning loss (mg)

Sample tape Quality before welding /g Quality after welding /g Burning

loss/ mg

WTh 11.5547 11.5531 1.6

WX 11.7562 11.7556 0.6

Welding current/A Argon flow/（Lmin
-1
） Arc height/mm Electrode angle/（°） Extension

length/mm

200 18 3 3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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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riginal sample (b) after welding

图 2 焊接烧损 20min 时的宏观形貌

Fig.2 Macroscopic morphology of welding for 20 minutes

(a) WX (b) WTh

图 3 焊接烧损 3h 时的宏观形貌

Fig.3 Macroscopic morphology of welding for 3 hours

北京工业大学杨建参老师也采用类似测试方式[5]，对四种牌号电极进行了长时间的抗烧损性能测试。

结果表明，采用松下 YC-300WX 逆变氩弧焊机、自动行走机构、TIP-SHAＲP 钨针磨尖机，在焊接电流 200

A，焊接 5 h 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结果表明 WTh 电极的烧损量最大，E3 和 WX 电极烧损量较小，尺寸稳定

性较好，且质量损失与时间近似成线性关系。

2 等离子体用电极抗烧损性能测试

等离子体具有更高的能量，氩弧焊一般为 6000～10000K，接近电极处的弧束中心为 10000～16000K，

而等离子体温度一般超过 10000K，热等离子体温度可以达到 3×103～3×104 K，高温等离子体温度更高可

达到 10
6
～10

8
K

[9-10]
；而且，常规氩弧焊工作环境下，因电极烧损影响电子发射起弧时，可随时将电极取出，

重新处理修复尖端形貌以期恢复良好的起弧效果。而对于等离子体应用领域，电极应用时是装配在设备中

长期使用，电极烧损问题将影响设备整体运行情况，严重时须整套电极进行更换，不能进行简单修复。因

此，对于钨电极的抗烧损性能要求更高。等离子体应用实例很多，如图 4 所示为等离子喷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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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等离子弧应用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plasma arc

2.1 实验

实验所用材料为直径Φ4.0mm 规格，类别分别为钍钨电极（WTh）、铈钨电极（WCe）多元复合稀土钨电

极（WX）、镧钨电极（WLa）、钇钨电极（WY）五种类型钨电极，这些电极作为阴极，阳极采用铜合金；模拟

工况实验通常为密闭环境，等离子体介质气体有氩气、混合气等。本实验中环境气氛为氮气、氢气混合气

及微量水蒸汽混合气，将其通入密闭容器中。采用精密电子天平进行初始电极质量的称量，电极形貌采用

体式显微镜进行观察。工作一定时间后，取出电极再次观察电极形貌和质量情况。然后进行扫描电镜观察

和能谱分析。

2.2 结果与分析

通过称量计算 20h、50h 质量损失可知，工作 20h 后，各阴极质量损失差异明显，WLa、WX 优于 WTh；

随时间增加，如达到 50h 时，各类阴极质量变化差异缩小。但这种差异缩小并不代表其抗烧损性能趋于一

致，通过图 7 和图 8 对比观察，可知随着工作时间延长，各类电极烧损的程度加深，而且影响因素也更为

复杂，电极出现了明显的氧化区、阳极溅射区和烧蚀区，如图 9、10 所示。其中 WCe、WTh 电极烧蚀区出现

了明显的熔融并重新凝结的现象，综合来看，WLa、WX 抗烧损性能更为优异。

图 5 烧损 20h 时的质量损失 图 6 烧损 50h 时的质量损失

Fig.5 Burning loss of burning for 20 hours Fig.6 Burning loss of burning for 50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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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fore testing；（b）WTh-20h；（c）WCe-20h

（d）WY-20h；（e）WLa-20h；（f）WX-20h

图 7 烧损 20h 时的形貌

Fig.7 Macroscopic morphology of burning for 20 hours

（a）WTh-20h；（b）WCe-20h;（c）WY-20h；（d）WLa-20h；（e）WX-20h

图 8 烧损 50h 时的形貌

Fig.7 Macroscopic morphology of burning for 50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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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工作后电极宏观形貌

Fig.9 Macroscopic morphology after working

(a) 氧化区 （b）阳极溅射区

图 10 氧化区和阳极溅射区能谱图

Fig.10 Energy spectrum of oxidation zone and anode sputtering zone

根据图 11 进一步观察钨电极的微观形貌，可以发现钨颗粒熔滴，说明在极高温度工况下，钨发生了蒸

发气化，经冷却后重新沉积于电极表面。从图 12 能谱显示情况看，离电极发射端近的区域，稀土活性物质

含量低，靠近电极发射端近的区域，稀土活性物质含量高，且高于电极原始稀土含量。分析认为，钨电极

在工作时，稀土活性物质不断从芯部向表面迁移，并不断传输到发射端，而发射端温度过高时，稀土活性

物质发生蒸发，脱离钨电极表面。

图 11 钨电极微观形貌图

Fig. 11 Micromorphology of tungsten electr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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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发射端能谱 b）靠近发射端能谱

图 12 钨电极发射端和靠近发射端的能谱图

Fig. 12 Tungsten electrode energy spectrum of the emitter end and near the emitter end

3 激光泵浦灯用电极抗烧损性能测试

激光泵浦灯是采用电子激发发光的原理，最常用的有脉冲氙灯和连续氪灯，一般采用钨电极作为其阴

极，阴极是泵浦灯的重要部件，它对灯的性能（特别是寿命）起着决定性影响。大多数灯的损坏都是因阴

极性能变劣和失效而引起的
[11]

。而烧损则是造成阴极使用性能变差并最终导致泵浦灯损坏的重要原因。

3.1 实验

实验材料为 6种类型的电极，其主添加元素均为 Zr、Y、La，按添加配比不同，分别标识为样品 a、b、

c、d、e、f。为测试电极的抗烧损性能，将 6 种不同配方的多元复合稀土钨电极制备成同种规格脉冲氙灯

（内径：φ7mm；电极间距：300mm；氙气气压：450Torr），电极的阴极和阳极均配套采用同种材质材料，

氙灯形貌如图 13 所示；将六支氙灯分别在同种工况条件下连续点灯 100 万发次。采用扫描电镜，对比电极

的裂纹、孔洞等缺陷情况。

图 13 脉冲氙灯

Fig.13 Pulse xenon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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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果与分析

6 种配方的多元复合稀土钨电极点灯 100 万次后，电子发射端整体形貌如图 14 所示。结果显示，配方

a、b、c 三组样品的裂纹、孔洞明显比配方 d、e、f的三组明显，说明前三组样品的烧损较为严重。而局部

放大图（图 15）进一步显示出多元复合稀土钨电极烧损程度的对比：前三组中 c样品比另外两组的孔洞、

裂纹较少；后三组中 d 样品孔洞、裂纹相对较少，同时这与实验前期发射电流测试的结果吻合。因此，抗

烧损性能的测试可配合电子发射性能测试，全面并直观的反应不同成分电极材料的优劣，并且还可指导电

极的工艺优化。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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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多元复合稀土钨电极 100 万次点灯后 SEM 图（整体）

Fig.14 SEM of multi-component composite rare earth tungsten electrode after 1 million lighting (overall)

图 15 多元复合稀土钨电极 100 万次点灯后 SEM 图（局部放大）

Fig.15 SEM of multi-component composite rare earth tungsten electrode after 1 million lighting (partial

enlargement)

4 结论

钨电极/阴极烧损现象普遍存在于在氩弧焊、等离子体、激光灯等应用工况，且为重要的材料失效原因。

1）多元复合稀土掺杂由于其相互复合效应，在钨极材料体系中的作用最佳，能够有效降低逸出功，提

高抗烧损能力。经验证，多元复合稀土钨电极抗烧蚀性能优于钍钨电极。

2）高温工作状态下，电极发生蒸发/熔化、沉积，尖端出现钨颗粒熔滴。在高温下内部的稀土会逐步

迁移到电极的表面，传输到电极表面的稀土则会蒸发。只有当传输和蒸发速率相当时，电极才具有优良的

性能和寿命。

3）针对不同工况，可依据不同烧蚀性能测试进行成分优化选型。亦可通过烧损性能测试，对比不同工

艺状态、不同组织的电极差异，从而为电极的成分设计和工艺优化提供依据。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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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溶工艺对 SUS304L 奥氏体不锈钢冷轧带材的影响研究

李重阳

( 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小营东路 1 号，北京，100192 )

摘要 本文以 SUS304L 合金冷轧带材为研究对象，通过拉伸性能测试、硬度测试以及金

相显微镜分析等方法，开展了不同固溶工艺实验，分析了固溶工艺对 SUS304L 合金冷轧带材组

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SUS304L 奥氏体不锈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都随着固

溶温度的升高呈下降趋势，随保温时间的延长略有下降，而延伸率随固溶温度的升高会有所提

升，但保温时间不宜过长，当保温时间过长时延伸率呈下降趋势。

关键词 SUS304L，奥氏体，固溶处理，组织，力学性能

Effect of solution process on cold rolled strip of SUS304L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

Li Chongyang

(Beijing Beiye Functional Materials Corporation, No. 1 Xiaoying East Road, Qinghe Town, Beijing,

100192)

ABSTRACT The cold rolling strip of SUS304L alloy is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olution processes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US304L alloy cold rolled strip were studied by means of tensile test,

hardness test and metallographic microscope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ield

strength and tensile strength of SUS304L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olution temperature, and decreased slightly with the extension of

holding time, the elongation will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solution temperature,

but the holding time should not be too long, when the holding time is too long, the

elongation will decrease.

KEY WORDS SUS304L，austenite，solution treatment，microstructure，mechan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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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304L 超低碳奥氏体不锈钢相当于国内牌号的 00Cr19Ni10，属于奥氏体基本钢种，是

单项奥氏体组织，具有优良的机械、焊接和抗晶间腐蚀性能，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钢种之一。

在实际生产中，为了提高 SUS304 奥氏体不锈钢的冷加工性能
[1-2]

，降低硬度，提高塑性
[3]
，

防止在后续的冷加工过程中产生开裂以及要得到较好的耐腐蚀性，必须对该冷轧不锈钢带材进

行适当的热处理
[4-6]

，常用的热处理方法主要为固溶热处理。

传统的奥氏体不锈钢在使用前通常在 1050～1150℃之间进行固溶退火，使析出的碳化物

被重新固溶，然后快速冷却到室温，冷速较快使固溶的碳来不及与其它合金元素结合析出，通

过冷却速度来提高其耐晶间腐蚀性能。因此 SUS304L 不锈钢的固溶处理温度不宜过高，一般在

1010～1150℃，以免因温度过高使钢中析出δ铁素体和引起钢的晶粒粗化，另一方面固溶处理

温度过高还会增加钢的晶间腐蚀敏感性
[7-8]

。

为了制定一种可应用于生产实际的固溶工艺，本文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探讨了固溶工

艺对 SUS304L 奥氏体不锈钢的组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为实际生产提供理论数据。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1.1 实验材料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生产钢种 SUS304L 不锈钢冷轧带材作为实验原料，厚度为 0.2mm，

宽 270mm，化学成分如表 1所示。

表 1 SUS304L 不锈钢化学成分/wt%

元素 C Si Mn P S Cr Ni Fe

含量 ＜0.005 0.75 1.68 ＜0.035 0.002 18.28 11.40 余

1.2 实验方法

实验热处理设备采用我公司生产用的低温卧式连续退火炉。对 0.2mm 带材进行不同固

溶工艺处理。首先，对其进行了 1050℃，四个不同速度（4m/min、6m/min、8m/min、10m/min）

的固溶工艺处理；在此基础上，提高固溶温度进行了 1080℃，四个不同速度（2m/min、4m/min、

6m/min、8m/min）的固溶工艺处理。然后通过线切割和机加工制取拉伸性能标准样、微观组织

试样和硬度试样。

合金试样的室温拉伸性能按 GB/T228.1-2010《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一部分：室温试验

方法》进行测试，采用 HVS-10 型硬度计测试合金带材的维氏硬度，采用金相显微镜对合金的

微观组织进行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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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结果与分析

表1和图1、图2为 0.2mm厚 SUS304L冷轧带材经1050℃固溶处理后的力学性能和晶粒度。

表 2 SUS304L 带材经 1050℃固溶处理后的力学性能和晶粒度

热处理

工艺

力学性能、晶

粒
RP0.2（MPa） Rm（MPa） A（%） 硬度（Hv） 晶粒度级别

1050℃，4m/min 224 538 40.0 117 8.5

1050℃，6m/min 229 551 37.5 119 9.0

1050℃，8m/min 235 564 36 121 9.5

1050℃，10m/min 242 584 32 138 10.0

从表 1、图 1可以看出，在固溶温度为 1050℃时，合金的强度随着固溶速度的提高呈上升

趋势，其中抗拉强度 Rm从 4m/min 至 8m/min 呈线性上升，强度值由 538MPa 上升至 564MPa，固

溶速度继续提高，抗拉强度上升趋势更为显著，由 564MPa 上升至 584MPa；屈服强度 RP0.2由

4m/min 至 8m/min 同样呈线性上升趋势，由 224MPa 上升至 235MPa，而在由 8m/min 至 10m/min

上升趋势更为显著，由 235MPa 上升至 242MPa；合金的延伸率随着固溶速度的提高呈下降趋势，

其中延伸率 A从 4m/min 至 8m/min 呈线性下降，延伸率由 40%下降至 36%，固溶速度继续提高，

延伸率 A下降趋势更为显著，由 36%下降至 32%；伴随着延伸率的下降，合金硬度值呈上升趋

势，其中硬度值从 4m/min 至 8m/min 呈线性上升，由 117Hv 上升至 121Hv，而在由 8m/min 至

10m/min 上升趋势更为显著，由 121Hv 上升至 138Hv。

从表1、图2可以看出，合金的晶粒尺寸是随着固溶速度的的降低而缓慢长大，其中10m/min

速度时，为 10 级晶粒度，8m/min、6m/min 速度时，分别为 9.5、9 级晶粒度，4m/min 时，为

8.5 级晶粒度，晶粒尺寸最大，且晶粒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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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US304L 带材在 1050℃，不同固溶速度下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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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US304L 带材在 1050℃，不同固溶速度下的晶粒度

为了研究固溶温度对其力学性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高固溶温度进行了 1080℃，四

个不同速度（2m/min、4m/min、6m/min、8m/min）的固溶工艺处理。然后通过线切割和机加工

制取拉伸性能标准样、微观组织试样和硬度试样，表 2和图 3、图 4为 0.2mm 厚 SUS304L 冷轧

带材经 1080℃固溶处理后的力学性能和晶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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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SUS304L 带材经 1080℃固溶处理后的力学性能和晶粒度

热处理工

艺

力学性能、晶粒度

RP0.2（MPa）
Rm

（MPa）

A

（%）
硬度（Hv） 晶粒度级别

1080℃，2m/min 184 534 43.5 112 7.0

1080℃，4m/min 216 548 45.0 114 7.5

1080℃，6m/min 220 549 42.5 118 8.0

1080℃，8m/min 224 571 36.0 121 8.0

从表 2、图 3可以看出，在固溶温度为 1080℃时，合金的强度随着固溶速度的提升呈上升

趋势，其中抗拉强度 Rm从 2m/min 至 4m/min 呈线性上升，且趋势显著，强度值由 534MPa 提升

至 548MPa，固溶速度继续提高，抗拉强度上升趋势变得较为缓慢；屈服强度 RP0.2从 2m/min 至

4m/min 和 6m/min 至 8m/min 均呈线性上升趋势，且趋势较显著，而从 4m/min 至 6m/min 上升

趋势较为缓慢；合金的延伸率随着固溶速度的降低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 4m/min 时达到

最大，为 45.0%，而合金硬度呈逐渐下降趋势。

从表 2、图 4 可以看出，合金的晶粒尺寸随着固溶速度的降低而缓慢长大，其中 8m/min

速度时，为 8.0 级晶粒度，6m/min、4m/min 速度时，分别为 8.0、7.5 级晶粒度，2m/min 时，

为 7.0 级晶粒度，晶粒尺寸最大，且晶粒较均匀。

综合以上数据还可以看出，在固溶速度相同时（4m/min，6m/min，8m/min），不同固溶温

度（1050℃，1080℃）对合金带材的力学性能有很大影响。当固溶速度一定时，固溶温度由

1050℃提升至 1080℃，合金的强度、硬度呈下降趋势，而晶粒尺寸呈增大趋势，并且延伸率

也得到提升，其中在固溶温度为 1080℃，固溶速度为 4m/min 时，其延伸率达到了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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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US304L 带材在 1080℃，不同固溶速度下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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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US304L 带材在 1080℃，不同固溶速度下的晶粒度

3 结论

（1）SUS304L 奥氏体不锈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都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呈下降趋势，随保

温时间的延长略有下降。

（2）SUS304L 奥氏体不锈钢在固溶热处理时，随着退火温度的升高，延伸率有所提升，但保

温时间不宜过长，当保温时间过长时延伸率呈下降趋势。

（3）SUS304L 奥氏体不锈钢经固溶热处理，组织中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再结晶，均可得到等轴

的奥氏体再结晶组织，并且随着保温时间的延长，再结晶过程变得更加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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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冶炼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对土壤的影响分析

孙晖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摘要：本文综述了铅锌冶炼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对土壤的累积影响，构建了重金属自然沉

降后在土壤中累积富集的模型，介绍了两种常用的土壤重金属累积影响预测方法，通过应用实

例对两种预测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相近，进而定量预测铅锌冶炼废气中重金属在

土壤累积影响，为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铅锌冶炼；废气；重金属；土壤；影响

0 引言

铅锌冶炼工艺废气主要污染物有颗粒物、Pb、As、Cd、Cr、SO2、NOX、硫酸雾等，废气中

重金属污染物经大气扩散、沉降进入土壤层，在土壤中富集累积，造成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物浓

度升高，对土壤理化性质以及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而且进入土壤中的重金属具有蓄积性、难

降解性的特点，通过食物链的富集、浓缩和放大后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土壤重金属污染成为当

前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之一。因此，在开展铅锌冶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时，对废气中重金属污

染物在土壤的累积影响进行预测分析至关重要。

1 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对土壤的累积影响综述

目前，国内对于废气中重金属在土壤累积影响研究较多。郭志明等人
[1]
研究表明：在考虑

土壤中背景重金属的衰减时，其预测结果不能准确反映气源性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累积效果。姚

淑梅等人
[2]
研究指出：可以根据微积分原理，结合工业废气污染源对不同区域土壤重金属输入

权重，定量预测工业废气污染物对土壤重金属累积影响的贡献量。张乃明等人
[3]
分析了不同类

型区大气 TSP 和降尘的污染状况及变化趋势，测定了大气沉降中 Hg、Cd、Pb 含量，并计算大

气沉降对土壤重金属的年输入量，得出不同类型区大气污染状况与大气沉降输入土壤中的重金

属累积顺序一致。舒艳等人
[4]
研究结果表明，考虑土壤残留系数的预测模式适用于已被污染的

土壤，不考虑土壤残留系数的模式适用于未被污染的土壤。李小虎等
[5]
研究结果表明，随距离

冶炼厂越来越远，土壤中重金属含量逐渐降低，说明冶炼烟尘沉降是造成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

赵多勇等
[6]
研究结果表明，以铅锌冶炼厂为中心，随着距离的增加，铅的沉降量逐渐降低，在

855855



距离铅锌冶炼厂下风向 1.5km 处，铅沉降量达到最大值，最表层土壤铅的污染主要来自大气降

尘。张素娟等人
[7]
研究结果表明，表层土壤中 Pb、Zn、Cu、Cd 含量基本上都是随着距冶炼厂

距离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最后趋于稳定的趋势。

根据以上综述，在开展冶炼厂废气中重金属对土壤的影响分析时，不考虑土壤背景中重金

属的衰减影响得到的结果更实际，不同类型区大气污染状况与大气沉降输入土壤中的重金属累

积顺序一致，考虑土壤残留系数的预测模式一般适用于已被污染的土壤，冶炼烟尘沉降是造成

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最表层土壤铅的污染主要来自大气降尘，表层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基本

上都是随着距冶炼厂距离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最后趋于稳定的趋势，以上研究均从不同

角度说明了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变化情况。

2 模型构建和预测方法

2.1 模型构建

铅锌冶炼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在自然沉降或降雨作用下进入土壤层，进入土壤的重金属

多为难溶态，在土壤吸附、络合、沉淀和阻留作用下，迁移速度较缓慢，大部分残留在土壤耕

作层，极少向下层土壤迁移。假定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全部沉降在耕作层中，不考虑其输出影

响；废气污染源排放量保持不变，均匀沉降在固定区域内；按最不利排放情况的影响进行考虑，

构建土壤中重金属累积模型示意图如图 1所示。

图 1 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累积模型

2.2 预测方法

根据土壤中重金属的迁移转化及累积规律，在考虑土壤中重金属残留率情况下，累积量

计算方法采用公式 1。假设土壤中重金属残留率保持不变，则 n年后土壤中重金属累积量计算

方法采用公式 2。不考虑土壤中重金属残留率情况下，累积量计算方法采用公式 3。

W=K（B+E） 公式 1

�� � ��� ��� ����

���
公式 2

自然沉降

重金属颗粒物

土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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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 B+nE 公式 3

式中：W—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积累量，mg/kg；

B—区域土壤重金属含量背景值，mg/kg；

E—土壤重金属年输入量，mg/kg；

K—土壤重金属残留率，%；

n—时间，年。

E值计算方法一：根据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落地浓度年均值的最大值进行计算，通过模

型分析，E值计算如公式 4所示。

E=
�×�×�×�

�
公式 4

式中：C—废气中重金属落地浓度最大年均值，mg/m
3
；

A—评价区面积，m
2
；

V—沉降速率，m/s；

T—时间，s；

M—评价区土壤质量，kg。

E 值计算方法二：根据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年均沉降量的最大值进行计算，土壤重金属

年输入量=重金属年输入重量/土壤重量，重金属年输入重量=重金属年沉降量×沉降面积，土

壤种量=沉降面积×深度×密度，经整理得 E值计算如公式 5所示。

E=
�

�×�
公式 5

式中：P—废气中重金属最大沉降量，mg/m
2
；

H—评价区土壤深度，m；

ρ—评价区土壤密度，kg/m
3
。

3 应用实例分析

（1）应用实例背景

某铅锌冶炼厂冶炼铅锌氧化矿约 240 万 t/a，生产 50 万 t/a 锌，10 万 t/a 铅，并副产硫

酸以及综合回收镉等有价金属，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主要通过 2根排气筒排放，根据环境影响

报告中 AERMOD 模式大气预测结果，该项目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落地极值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落地极值

序号 重金属元素 B，背景值mg/kg C，年均值mg/m3 P，沉降值g/m2

1 Pb 15.3 2.2×10
-4

0.0475

2 As 6.53 1.03×10
-6

0.00025

3 Cd 0.079 2×10
-6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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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参数的选取

K—参考有关研究资料
[1]
，重金属在土壤中一般不易被自然淋溶迁移，综合考虑作物富集、

土壤渗漏等流失途径在内的年残留率 K为 90%；

A—以各自最大沉降量点为中心，评价区范围取 100m×100m，面积为 10000m
2
；

V—参考有关研究资料
[8]
，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的沉降速率取 0.007m/s；

T—按一年 365 天进行核算，折合 3.1536×10
7
s；

M—每亩可耕作层土壤按 15cm 厚计，重量约 112500kg/亩，折合评价区土壤质量为

1687500kg；

H—评价区耕作层土壤深度按 0.15m 计；

ρ—评价区耕作层土壤密度取 1125kg/m
3
。

（3）土壤重金属年输入量测算

分别利用公式 4和公式 5计算土壤重金属年输入量，具体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土壤重金属年输入量结果表 单位：mg/kg

序号 预测项目 公式4计算结果（E1） 公式5计算结果(E2) 差值（E1-E2） E取最大值

1 Pb 0.287795 0.281481 0.006314 0.287795

2 As 0.001347 0.001481 -0.00013 0.001481

3 Cd 0.002616 0.002963 -0.00035 0.002963

（4）累积预测结果与分析

根据计算的最大 E 值，分别利用公式 2 和公式 3 计算第 1-5 年各年以及第 10 年、第 15

年、第 20 年的累积沉降量，再根据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本底值计算叠加后的预测值，结果

见表 3。

表 3 废气中重金属沉降进土壤中的累积叠加值（mg/kg）

年

限

Pb As Cd

W1
占标率

（%）
W2

占标率

（%）
W1

占标率

（%）
W2

占标率

（%）
W1

占标率

（%）
W2

占标率

（%）

1 14.03 4.01% 15.59 4.45% 5.88 23.51% 6.53 26.13% 0.07 12.29% 0.08 13.66%

2 12.89 3.68% 15.88 4.54% 5.29 21.17% 6.53 26.13% 0.07 11.51% 0.08 14.15%

3 11.86 3.39% 16.16 4.62% 4.76 19.06% 6.53 26.14% 0.06 10.80% 0.09 14.65%

4 10.93 3.12% 16.45 4.70% 4.29 17.16% 6.54 26.14% 0.06 10.17% 0.09 15.14%

5 10.10 2.88% 16.74 4.78% 3.86 15.45% 6.54 26.15% 0.06 9.59% 0.09 15.64%

10 7.02 2.01% 18.18 5.19% 2.29 9.14% 6.54 26.18% 0.04 7.49% 0.11 18.11%

15 5.21 1.49% 19.62 5.60% 1.36 5.42% 6.55 26.21% 0.04 6.24% 0.12 20.57%

20 4.14 1.18% 21.06 6.02% 0.81 3.22% 6.56 26.24% 0.03 5.50% 0.14 23.04%

说明 1：《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Pb 350 mg/kg；As 25 mg/kg；Cd 0.6 mg/kg。

说明 2：W1 表示考虑土壤中重金属残留率情况计算结果，W2 表示不考虑土壤重金属残留率情况计算结果。

由表 3 分析知：在考虑土壤中重金属残留率情况下，该铅锌冶炼废气中重金属沉降对土

壤环境所产生的累积污染影响最大占标率分别为：Pb 4.01%、As 23.51%、Cd 12.29%，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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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内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要求。在不考虑土壤中重金属

残留率情况下，该铅锌冶炼废气中重金属沉降对土壤环境所产生的累积污染影响最大占标率分

别为：Pb 6.02%、As 26.24%、Cd 23.04%，在未来 20 年内仍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二级标准要求。因此，该项目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的累积影响较小，

在可接受范围内。

4总结

本文综述国内对于废气中重金属在土壤累积影响研究成果，初步构建了大气沉降在土壤中

的累积模型，梳理并总结了常用的土壤重金属累积影响预测方法和计算公式，并以某铅锌冶炼

厂为例，在大气预测模式的数据结果基础上，利用两种预测分析方法计算土壤重金属年输入量，

得出的结果相近，选取最大值分析了废气中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累积影响，得出了评价结论，为

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数据支撑，为环境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实际上铅锌冶炼废气中重金属对土壤的影响涉及很多因素，比如污染物排放源强、气象条

件、土壤重金属的输出、参数的确定等，其实际累积量可能与预测累积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本

文利用两种方法，按最不利污染情况考虑，在确保大气预测数值准确和计算参数合理条件下，

得到的土壤重金属年输入量基本一致，最后得到的土壤累积预测值是比较客观的，后期待项目

投产后可通过定期监测对预测结果进行检验。综上，本文对铅锌冶炼废气重金属在土壤影响具

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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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铅冶炼烟气中硫资源的回收利用

秦 赢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38）

摘要：结合冶炼烟气气量、SO2浓度等特点，介绍了其烟气处理有的几种工艺，其中包括生产液态 SO2、生

产硫酸、湿法制酸、一转一吸+离子液法脱硫以及生产硫磺。对这些工艺的工艺原理、流程特点、副产物

应用加以比较，并从投资、运行、操作、维修等多方面对各工艺进行深度剖析。最后，结合冶炼工艺及特

定的条件，推荐选择适合的再生铅烟气处理工艺。

关键词：再生铅 冶炼 烟气 脱硫 硫回收

中图分类号：TQ 111.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1507（2017）10-0001-06

Recycling of sulfur in regenerated lead smelting flue gas

QIN Ying

（China ENFI Engineering Corporation，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Combined with flue gas volume and SO2 concentration, several technologies for treating

flue gas are introduced, including making liquid SO2,wet gas sulphuric acid process, single

absorption process with desulphurization by ionic liquid and making Sulphur. The principl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by-product utilization of each process are compared. Summaries and

analysis of each process are carried out with respects to investment estimation, techno-economic

indexes, operation, maintenance. Suitable regenerated lead smelting flue gas process are

recommended according to smelting process and specified condition.

Key words：regenerated lead；smelting；flue gas；desulphurization；sulphur recovery

再生资源产业是目前世界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在中国，再生资源产业体系现已初步建立，巨大市场

正等待开发。近年来，中国铅冶炼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铅的需求大幅增加，铅矿资源短缺现象日益严重，

再生铅产业得到大力发展，成为中国铅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蓄电池是铅消费的主要行业之一，再生铅的原料来源主要是废铅蓄电池。随着汽车、通讯等工业的迅

速发展，蓄电池产销量不断增加，报废量随之剧增，为了充分利用铅废料，减少铅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和资

源的浪费，需采取合理科学的回收方式对铅蓄电池进行无害化处理，使铅金属进入“生产—消费—再生利

用”的良性循环。

1 再生铅火法熔炼技术

再生铅冶炼通常包括对废铅蓄电池等含铅金属废料进行预处理（如拆解、破碎、分选、预脱硫等）、

火法冶炼和污染物处理等几个主要工序。国内再生铅厂基本采用传统的火法冶炼工艺，包括短回转窑、反

射炉、竖炉、底吹炉和侧吹炉等
[1]
。

1.1 短回转窑熔炼技术

该技术是以天然气为燃料，以碳酸钠等为辅助原料，采用短炉身、高耐火材料内衬的回转窑作为熔炼

设备实现连续熔炼的技术。短回转窑密闭性好，原料适应性强，利于传热、传质，但缺点是产渣量大，炉

衬寿命短，参数控制要求严格。回转窑是采用最为普及的工艺，大部分回转窑厂产能都在 20 ~50 kt/a。

1.2 反射炉熔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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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是以煤气或天然气为燃料，以碳酸钠、无烟煤及生石灰等为辅助原料，采用反射炉作为熔炼设

备对含铅废料进行高温还原的熔炼技术，是早期生产再生铅采用的工艺技术，其优势是操作简单，适应性

强，投资少；缺点是操作环境恶劣，能耗高，生产效率和热效率较低，间断作业，不易实现自动化控制。

反射炉熔炼技术大部分产能在美国，产能为 60 ~130 kt/a[2]。

1.3 竖炉熔炼技术

该技术是以焦炭或高炉煤气为燃料，采用竖炉作为熔炼设备，在焦点区燃烧形成高温对含铅废料进行

还原熔炼的技术。该技术对原料成分适应性强，生产能力大，能实现连续生产。具有单位生产率大，金属

回收率高，成本低，占地面积小等优点.缺点是烟尘率大，细粒物料需要烧结或制团，还原剂需使用价格

较高的焦炭。

1.4 富氧底吹熔炼技术

该技术是利用熔池熔炼原理，通过浸没底吹氧气的强烈搅动，使硫化物精矿、未脱硫铅膏与熔剂等原

料在底吹炉的熔池中充分搅动，迅速熔化、氧化、交互反应和还原，生成粗铅的熔炼技术。该技术处理能

力强，具有生产效率高、自动化水平高、氧利用率高、脱硫率高等优点，产生的烟气可制酸，省去了铅膏

预脱硫工序。该技术适于铅精矿与铅膏等二次物料的混合熔炼，不适于单独处理废铅膏。

1.5 全氧侧吹转炉熔炼技术

熔炼设备采用炉身短、内衬高耐火材料、炉体可 360°旋转的回转窑并用集束射流技术对含铅废料进

行高温还原。炉体 360°旋转可使还原剂与物料充分混合，缩短了熔炼时间；密闭加料、放料，与熔炼同

时进行，减少铅尘、烟气等逸散；燃气热能利用率高，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小[3]。

2 再生铅冶炼含 SO2 烟气处理

中国现有的再生铅企业规模偏小，产业集中度较低，平均规模不到 15 kt/a，而美国、德国和日本的

再生铅生产规模大，与中国的差距较明显。实践证明：再生铅生产规模达到 100kt/a 以上时，对该铅冶炼

烟气进行集中处理，经济上才合理。

上述提到的几种再生铅火法熔炼技术目前均有应用，无论采用哪种工艺，其生产过程均会产生多种污

染物，如铅尘、SO2和 NOx、二恶英等。为满足环保要求以及硫资源回收，再生铅冶炼产生的含 SO2烟气需

经处理才能达标排放。目前，中国的再生铅设计规模已经达到 50 ~200kt/a，大部分在满足烟气处理经济

合理要求的 100kt/a 以上。以为 100,000t/a 为例，竖炉、侧吹炉等工艺的烟气条件大致相同，烟气量约

为 2×104m3/h，其中 SO2体积分数约为 2%，硫资源回收的产品可选择液态二氧化硫、硫酸和硫磺等。

2.1 生产液态二氧化硫

目前国内常用的离子液脱硫工艺生产液态二氧化硫，其原理是在低温下利用吸收剂来吸收 SO2，高温

下将吸收剂中的 SO2再生出来，送至液态二氧化硫制备装置以生产液态二氧化硫，达到回收烟气中 SO2的目

的。

该工作的关键是吸收剂对 SO2气体具有良好的吸收和解吸能力，其反应机理如下：

SO2 + H2O ←→ H+ + HSO3

- （1）

R + H +←→ RH+ （2）

总反应式：

SO2 + H2O + R ←→ RH+ + HSO3

- （3）

式中 R 代表吸收剂，反应式（3）为可逆反应，低温下反应式（3）从左向右进行，高温下反应式（3）

从右向左进行。利用该原理，实现吸收剂对 SO2的低温吸收和高温解吸效果。

离子液脱硫工艺流程见图 1。

来自再生铅冶炼的烟气中含有粉尘和部分 SO3等杂质，影响后续的吸收、解吸，因此首先要对烟气进

行湿法洗涤净化，经洗涤后的洁净烟气进入脱硫塔下部，与从脱硫塔中部进入的脱硫贫液逆流接触，气体

中的 SO2被吸收，尾气达标排放。吸收 SO2后的富液从吸收塔底经富液泵加压进入贫/富液换热器，与来自

再生塔的热贫液换热后进入再生塔再生。从再生塔底出来的贫液经贫/富液换热器初步降温后，经贫液泵

加压，进入吸收塔上部，重新吸收 SO2。从再生塔内解吸出的 SO2随同蒸汽由再生塔塔顶引出，进入冷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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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离器，冷却分离出水分后的 SO2气体经液化生成液态 SO2储存。

图 1 离子液脱硫工艺流程

2.2 生产硫酸

离子液脱硫工艺是将烟气中的 SO2吸附解吸回收，没有改变其原有的产品形态，而更普及的方案是将

冶炼烟气中的 SO2催化氧化成 SO3，进而制备硫酸。根据再生铅烟气特点，有 2种不同的制酸工艺，一种是

湿法制酸，另一种是一转一吸+离子液法脱硫。

2.2.1 湿法制酸

再生铅烟气气量较小，φ（SO2) 约为 2%，不能直接采用常规制酸工艺生产硫酸。湿法制酸工艺是一

个较好的选择，即烟气经过净化装置除去铅尘、酸雾后的饱和湿烟气经升温直接进入转化器，反应后的气

体通过换热器降温，冷却到冷凝器的适当入口温度后，气体再经过冷凝器，通过控制温度，硫酸冷凝析出，

反应如下[4]：

SO2+1/2O2→SO3+99kJ/mol （4）

SO3+H2O→H2SO4（气）+101kJ/mol （5）

H2SO4（气）+0.17H2O（气）→H2SO4（液）+69kJ/mol （6）

从冷凝器底部流出的热浓硫酸经浓酸冷却器冷却后储存。

湿法制酸工艺与传统的带干燥工艺相比具有许多不同之处：反应热、水合热及硫酸的部分冷凝热在系

统内部全部被回收，在这种情况下，酸厂仅需很少的补充热即可维持生产。该工艺与其他处理低浓度烟气

工艺相比，具有硫回收率高、热稳定性好、无副产品及尾气达标排放等特点。

湿法制酸工艺是应用广泛的一种硫酸生产工艺，如：处理有色冶炼行业中的含 SO2烟气（如钼焙烧烟

气和铅烧结机烟气），煤化工行业中煤气化含硫气体，炼油行业中 Claus 装置的含 H2S 和 SO2尾气，石化行

业中用气化工艺生产合成气时的低浓度 H2S 废气等。湿法制酸工艺流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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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湿法制酸工艺流程

再生铅冶炼烟气首先经过高效洗涤器、填料洗涤塔以及一级和二级电除雾器，除去烟气中的铅尘、酸

雾等后进入湿法制酸装置。首先进入工艺气预热器与冷凝器出来的热空气换热升温，然后经静态混合器与

部分返回的工艺气混气升温，再经过工艺气风机加压后依次通过工艺气加热器和燃烧室，温度升至 400℃

以上进入转化器。转化器设 3段催化剂层，经过 2段催化反应的烟气通过各自的冷却器换热降温后去三段

催化剂层。离开三段催化剂层的烟气通过工艺气冷却器降温后进入冷凝器。在冷凝过程中，所有的三氧化

硫水合成硫酸蒸气并沿着冷凝器的玻璃管冷凝成酸。冷凝的浓硫酸流入酸槽，再由酸泵打到酸冷却器降低

温度后输送至成品酸库的酸罐中储存。离开冷凝器的工艺气温度约为 100℃，尾气酸雾含量极低，可直接

由烟囱排放。被加热的热空气离开冷凝器的温度约 200℃，送工艺气到预热器用来加热原料气，工艺气预

热器排出的热空气直接排空。

再生铅的原料蓄电池在拆解过程中，仍有大量废酸需处理，一般采用浓缩方式回收。在投资允许的情

况下，增加 1台废酸热解炉，将此烟气并入湿法制酸系统，可有效解决废酸处理问题，提高硫资源回收利

用率。

2.2.2 一转一吸+离子液法脱硫

当低浓度烟气采用常规的接触法工艺制备硫酸时，离子液脱硫与一转一吸制酸相结合的工艺是一个很

好的解决方案，即冶炼烟气经降温、洗涤后分为 2 股，一股送往离子液脱硫系统，采用离子液吸附解吸工

艺获得高纯度 SO2气体后与另一股净化后的烟气混合，提高了进转化器烟气 SO2浓度，满足一转一吸制酸要

求。硫酸尾气与部分净化后的烟气混合，进入离子液脱硫系统，经脱硫后达标排放。一转一吸+离子液法

脱硫工艺流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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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转一吸+离子液法脱硫工艺流程

2.3 生产硫磺

受生产、储存和运输条件限制，若硫酸、液态二氧化硫就近没有销路时，将冶炼烟气中 SO2还原成硫

磺不失为一种优选方案，因为硫磺常温下呈固态，相对稳定且不发生降解，可长期储存，便于运输。

直接还原 SO2生产硫磺技术可以利用的还原剂有很多，如天热气、氢气、炭、CO 和水煤气等。目前世

界上唯一实际运行的由冶炼烟气生产硫磺的技术是俄罗斯诺里尔斯克的甲烷高温还原工艺。在该工艺中，

洗涤后的二氧化硫烟气在高温和氧气体积分数为 12%~15%的条件下用甲烷还原，还原后的气体在克劳斯硫

回收装置内进行后续处理，硫回收率可达 92%~95%。为达到更高的硫回收率，可增加硫磺尾气处理工序。

由于冶炼烟气中含大量的尘，随着烟尘在设备及管道内壁的累积，会增加设备阻力、传热效果变差，从而

影响硫磺产品品质，因此在 SO2还原制硫磺之前，需要增加烟气净化，以除去烟气中大部分的尘，减少对

后续产品及设备的影响。对于再生铅烟气来说，由于烟气中 SO2浓度较低，首先采用离子液进行吸附解吸

工艺，产出的φ（SO2）≥99%，这有利于减小后续还原设备的规格。吸附后的尾气经尾气烟囱排空。

向浓缩后的高浓度 SO2气体中配适量的氧气，氧气体积分数在 12%~15%，在非催化还原反应器内于

1050~1150℃下用天然气还原 SO2，还原反应器出口混合气中 H2S 与 SO2物质的量比达到 2 左右，为克劳斯反

应创造条件。还原反应器出口设置余热锅炉，副产 4.6MPa 中压蒸汽。

除主反应产物外，主要副产物有 H2S，CS2，H2和 CO 等。主要反应如下[5]：

CH4+O2→CO2+H2O （7）

2SO2+CH4→CO2+2H2O+S2 （8）

CS2+SO2→2COS+3/nSn（n=1~8） （9）

2COS+SO2→2CO2+3/nSn （10）

2CO+SO2→2CO2++1/nS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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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2+2H2O→2H2S+CO2 （12）

COS+H2O→H2S+CO2 （13）

2H2S+SO2→2H2O+3S （14）

出还原反应器的混合烟气在克劳斯反应器内进行最终还原。在装有铝基催化剂的转化器内 H2S 和 SO2

反应产生单质硫，反应放热通过冷凝器移出系统外，同时实现液硫与混合气的分离。出冷凝器的液硫汇集

至液硫槽。

出冷凝器的尾气经焚烧炉燃烧，将尾气中的 H2S 转化为 SO2，出焚烧炉的烟气经废热锅炉降温，同时产

生过热中压蒸汽，最后制硫磺的尾气进入离子液脱硫系统，与原烟气一起脱硫后达标排放。冶炼烟气制硫

磺工艺流程见图 4。

图 4 冶炼烟气制硫磺工艺流程

2.4 不同处理工艺比较

按照再生铅厂 100kt/a 规模考虑配套含硫烟气处理，从投资、运行、操作和维修等多方面对上述各工

艺进行对比，各脱硫工艺技术综合指标对比见表 1。

表 1 各脱硫工艺技术综合指标对比

项 目 生产液态 SO2

生产硫酸
生产硫磺

湿法制酸 一转一吸+脱硫

脱硫投资/万元 3000 7500 4500 13000

占地面积/m
2

900 1200 3500 2400

副产物 液态 SO2 w （H2SO4）97%硫酸 w （H2SO4）98%硫酸 硫磺

副产物产量/（t·h
-1
） 1.13 1.75 1.77 0.565

主要消耗 蒸汽、溶剂 少量天然气 蒸汽、溶剂 天然气、溶剂

天然气/（m
3
·h

-1
） 无 5 无 500

溶剂/（kg·h
-1
） 2 无 1 2

低压蒸汽/（t·h
-1
） 10 无 5 10

水耗/（m
3
·h

-1
） 约 5 约 2 约 2.7 约 2

电耗/（kWh·h
-1
） 约 300 约 280 约 180 约 120

操作运行 简单 简单 简单 复杂

维护检修 较少 少 多 较多

注：表中各工艺均以烟气量 2×10
4
m
3
/h、φ（SO2)2%为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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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见：离子液吸收解吸制备液态 SO2的主要优势在于适应性强，即对烟气量波动、SO2浓度波动

均有很好的适应性。主要的运行成本是蒸汽和溶剂损耗，相比其他工艺，其运行成本低，主要是由于液态

SO2的应用较少限制了该工艺的使用；湿法制酸工艺适合处理低浓度 SO2烟气，同时还能处理废酸裂解产生

的含硫烟气，但由于投资较高，设备折旧费用较高，导致了单位运行成本较高，受装置规模影响较大，再

生铅厂的规模越大，该工艺优势就越明显；一转一吸+离子液法脱硫工艺成功解决了气量波动性较大、SO2

浓度较低烟气无法制酸的难题，一转一吸系统更易于实现制酸系统的自热平衡，其运行成本相对低一些；

生产硫磺主要是消耗低压蒸气、氧气以及大量天然气，投资较高，运行成本高，目前应用较少。

3 结语

1）选择再生铅烟气处理工艺时，应结合相关的冶炼工艺、项目所在地的条件、脱硫吸收剂供应、副

产品销路、环保要求、总投资控制等因素加以考虑，最终选择适合该项目的再生铅烟气处理工艺。

2）对于规模较大的再生铅厂且硫酸有市场需求的，推荐选择湿法制酸工艺。该工艺可稳定高效地回

收烟气中硫资源，生产优质的成品浓硫酸，产品销路好，在处理再生铅冶炼烟气的同时还可以处理蓄电池

中的废酸，达到良好的处理效果，提高了硫资源的回收利用率。

3）对于中等规模的再生铅厂且硫酸有市场需求的，推荐选择一转一吸+离子液法脱硫工艺。该工艺脱

硫效率高，可以满足更加严格的环保要求，虽然投资稍高于生产液态 SO2工艺，但是单位运行成本较低，

操作运行简单，后续检修维护较少。

4）对于没有硫酸市场需求的再生铅厂，在还原剂易获取时，建议采用生产硫磺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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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粉原料对选择性激光熔覆成型件性能影响的研究 

周友智 1, 汪礼敏 1, 2， 张敬国*1,2， 祁凤彩 2， 潘旭 2，贺会军 1, 2， 胡强

1, 2 

(1.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 100000; 2.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 101407) 

摘要：本文在微米铜粉中添加不同含量纳米铜粉，使用选择性激光熔覆成型技术，

通过调整激光功率，打印了纯铜成型件。对成型件进行密度、电导率、拉伸性能

以及扫描电镜测试，研究了纳米粉末添加量对成型件力学性能及微观组织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ω(m)=50%，激光功率为 240W 条件下，打印出综合性能较佳的成

型件，电导率可达 27.4MS/m、抗拉强度可达 268MPa；纳米铜粉末的添加，可在

打印过程中有效减少微米粉间的内部缺陷，提高电导率和力学性能。 

关键词：纳米铜粉；激光功率；增材制造；力学性能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opper Powders on the Properties of 

Parts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Zhou Youzhi1, Wang Limin1,2, Zhang Jingguo1,2, Qi Fengcai2, Pan xu2, He Huijun1,2, 

Hu Qiang1,2 

(1.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nferrous Metals, Beijing 100000; 2. Grinm 

Advanced Materials Co., Ltd., Beijing 100000) 

Abstract：In this paper, nano copper powders with different content was mixed in 

micron powders. The pure copper parts were printed by SLM technology with different 

laser power. Through density test, conductivity test, tensile test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est, the effect of adding nano powder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the formed parts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ω(m)=50% and laser power of 240W, the pure copper parts with the best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can be printed, the conductivity can reach 27.4MS/m, and 

the tensile strength can reach 268MPa. The addition of nano powder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microstructure defects, refine grains and improve mechanical properties. 

Key words: nano copper powders, laser powe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mecha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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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 

在国内外增材制造领域，铜及铜合金材料的研究相对较少，这跟铜基体材料

自身的物理化学性质有关。铜基体导热率高、浸润性差和热膨胀率高，对激光的

反射率很高，因此难以通过激光制备技术在铜基体上制备无裂纹、有冶金结合、

耐磨性好、强度高的熔覆层[1-8]。而铜及铜合金材料在增材制造中具有重要的研

究价值以及广泛的应用前景。近年来，在增材制造领域，铜及铜合金材料方面的

研究逐渐增多，并在三维铜基微波超材料、催化剂、热管理、封装互连、形状记

忆合金等领域都有所涉及[9-15]。 

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纳米技术应用于许多领域。纳米铜粒子具有小尺寸效

应，其熔点、烧结温度和晶化温度均远低于常规粉体[16]。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采

用低熔点铜纳米材料作为增材制造添加剂，有望降低传统增材制造温度及能耗、

提高成型件力学性能，改进增材制造成型技术。 

本文通过调整激光功率以及微米铜粉和纳米铜粉的混合比例，对打印铜件的

形貌、密度、抗拉强度、电导率进行对比分析，探索激光功率与添加纳米粉末对

成型件力学性能的影响。 

1 试验方案 

1.1 试验原料及设备 

采用-300 目球形铜粉以及粒径为 100-200nm 铜粉为实验原料，原料均为有

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其形貌如图 1 所示。 

 

微米粉                             纳米粉 

图 1 纯铜粉末 SEM 形貌 

本实验使用的设备为：三维混料机、SK2-6-12 型推舟式氢气还原炉、DZF-

6050AB 真空干燥箱、SLM200 打印机。其中打印设备最大输出功率为 500W，激

光束最小光斑直径为 0.02mm，扫描速度在 0-6m/min 可控，成型室最大成形尺寸

为 100mm×100mm×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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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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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路线图 

图 2 为打印铜件成型及测试的技术路线图。具体实验步骤为：1）将一定比

例的纳米铜粉 n 与微米铜粉 m 混合，混合粉末中微米铜粉的比例分别为

ω(m)=100%，98%，50%，0%，混合粉末需使用真空干燥箱干燥处理；2）通过

调整激光功率打印四种粉末，每种参数至少有 3 组以上的平行样，激光功率在

100-340W 之间；3）将成型件进行热处理，条件为氢气气氛、660℃、2h；4）测

试打印成型件的密度、电导率与拉伸性能；5）对成型件进行微观组织分析。 

1.3 性能测试与表征 

采用阿基米德密度仪测试成型件的致密度，测试前需对样品涂抹凡士林；采

用电子万能试验机测试成型件拉伸性能；采用涡流法电导率测试仪测试成型件电

导率；采用 JSM-7610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成型件的微观组织形貌。 

2 结果与讨论 

2.1 混合比例与激光功率对密度的影响 

表 1 四种粉末激光功率范围 

粉末类型 功率下限（W） 功率上限（W） 

ω(𝑚)=0% 100 200 

ω(𝑚)=50% 100 240 

ω(𝑚)=98% 200 280 

ω(𝑚)=100% 200 340 

如表 1 所示为四种粉末有效激光功率范围，超出有效范围无法正常打印。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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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纳米粉质量分数增加，功率上下限均降低。激光功率过大时会使熔池液面剧烈

波动，产生大量飞溅，影响打印的正常进行；功率过低时也会使样件无法熔融或

烧结成型，由于纳米粉末烧结温度低，可有效降低能耗，从而降低有效功率的上

下限。 

图 3 为微纳米混合铜粉激光功率与成型件密度间的关系曲线，随着激光功率

的增大，密度的变化有一定起伏，但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激光功率为 280W，

ω(m)=100%时密度最大，致密度可达 98.4%。ω(m)=0%的纯纳米粉末的密度在

5.70-6.25g/cm3，其他混合比例粉末密度均在 7.25g/cm3 以上，其原因有以下几

点：纳米粉末粒度小、球形度低、流动性差，在打印过程中会出现铺粉不均匀的

情况。使用纯纳米粉末打印并不能获得预期性能最优的成型件，因此本文尝试利

用纳米铜粉的小尺寸效应，以微米粉末为骨架，纳米粉均匀分散在微米粉周围，

在打印过程中降低激光功率的同时，提高铺粉的均匀性。 

 

图 3 微纳米混合铜粉激光功率与成型件密度间的关系曲线 

2.2 混合比例与激光功率对电导率的影响 

图 4 为微纳米混合铜粉激光功率与成型件电导率间的关系曲线。在一定范围

内，成型件电导率均随着激光功率的增大而上升，而后趋于平稳。在激光功率为

240W，ω(m)=50%时，电导率最高，可达 27.4MS/m（标准纯铜电导率为 57.1MS/m）。 

 

图 4 微纳米混合铜粉激光功率与成型件电导率间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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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功率条件下，ω(m)=98%电导率略强于 ω(m)=100%电导率，ω(m)=50%

电导率最高，较纯微米粉提高 30%-35%，添加纳米粉对混合粉末的电导率有显

著提升。如图 5 所示为 ω(m)=50%粉末的微观形貌，纳米粉末吸附在微米颗粒周

围，周围也存在散落的纳米粉末，在打印过程中可填补孔隙，减少缺陷，为增加

导电通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图 5 混合粉末 SEM 形貌（ω(m)=50%） 

2.3 混合比例与激光功率对抗拉强度的影响 

图 6 为微纳米混合铜粉激光功率与成型件抗拉强度间的关系曲线，随着激光

功率的增加，抗拉强度不断提高，最后趋于平稳。在激光功率为 240W，ω(m)=50%

与 280W，ω(m)=100%时抗拉强度最高，可达 268Mpa（铸造铜的抗拉强度为

170Mpa，退火铜的抗拉强度为 220-240Mpa）。激光功率越大，产生的冷隔、缩孔、

未熔等缺陷相对减少，致密度越高，抗拉强度越大。如图 6 所示，由 3 种粉末制

备的成型件在各功率条件下抗拉强度均优于铸件，功率在 240W 及以上时，成型

件与退火铜性能相当，且优于退火铜的抗拉强度。 

同功率条件下，随纳米粉质量分数的增加，抗拉强度有显著的提升，较纯微

米粉提高 12%-17%。原因是纳米粉可以降低成型件烧结温度，有效地填补微米

粉间的内部缺陷，提高拉伸性能。 

 

图 6 微纳米混合铜粉激光功率与成型件抗拉强度间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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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微观组织形貌 

2.5.1 混合粉末成型件微观组织形貌的组成 

图 7 为激光功率 240W，混合比例 ω(m)=50%条件下打印成型件的 SEM 形

貌，成型件微观结构主要由等轴晶、不规则晶粒、孪晶、冷隔、缩孔以及气孔组

成。等轴晶为球形粉末完全熔融再结晶形成；不规则晶粒多为相互毗邻的粉末颗

粒相互粘接，一同熔融再结晶形成；孪晶多为热处理产生的退火孪晶；冷隔是由

于激光能量密度较低导致或者气孔较多导致金属液面波动大使薄膜凝壳未能与

周围金属粉末熔融的金属液熔合，从而在边界处产生明显的缝隙；缩孔是由于铜

在凝固过程中，发生体积收缩，熔体不能及时补充而产生；气孔是由于激光熔覆

过程中会产生极高的过冷度，使得气体相对于铸造更难逸出而滞留于熔体内形成。 

 

图 7 成型件 SEM 形貌（240W，ω(m)=50%） 

2.5.2 混合粉末成型件微观组织形貌的对比 

图 8 为激光功率 240W，混合比例 ω(m)=100%条件下打印成型件的 SEM 形

貌，与图 7 的成型件 SEM 形貌对比，ω(m)=100%条件的成型件表面有较多缩孔，

而 ω(m)=50%的表面明显更为密实，缺陷明显减少，这说明添加纳米粉末可在金

属液凝固时有效地减少微米粉间的内部缺陷，提高力学性能。 

 

图 8 成型件 SEM 形貌（240W，ω(m)=100%） 

冷隔 

等轴晶 

孪晶 

缩孔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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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本文在微米铜粉中添加不同含量纳米铜粉，通过调整激光功率打印纯铜件。

在激光功率为 240W，ω(m)=50%时，综合性能较佳，抗拉强度可达 268Mpa，电

导率可达 27.4MS/m。 

（2）同功率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添加纳米粉末可显著提升成型件电导率和

抗拉强度，电导率较纯微米粉提高 30%-35%，抗拉强度较纯微米粉提高 12%-17%；

密度、电导率与拉伸性能随激光功率增加逐渐增大，并趋于平稳。 

（3）成型件微观结构主要由等轴晶、不规则晶粒、孪晶组成，同时存在冷隔、

缩孔以及气孔等组织缺陷。ω(m)=100%条件的成型件表面有较多缩孔，而

ω(m)=50%的表面明显更为密实，缺陷明显减少，这说明添加纳米粉末可在金属

液凝固时有效地减少微米粉间的内部缺陷，提高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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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组织和力学性能研究

江洪林 胡志方 袁学韬 尹延西
*

（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材料合成事业部，北京 101407）

摘 要:利用真空电弧熔炼设备制备了新型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利用 XRD、SEM、DSC 等方法分析了合

金的显微组织，利用显微硬度计、微控电子万能试验机测定了合金的硬度及力学性能。研究结果表明：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为单一无序的 BCC 固溶体结构，晶格常数 a=3.443Å，合金密度约为 7.16 g/cm
3
；

合金的维氏显微硬度约 380，屈服强度σ0.2=650MPa，压缩变形率达到 60%以上，合金的强化机制为固溶强化。

关键词:高熵合金；组织结构；力学性能；固溶强化;

中图法分类号：TG146.4 文献标识码：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iZrHfNbSc Refractory High

Entropy Alloy

Jiang Honglin,Hu Zhifang,Yuan Xuetao,YinYanxi
*

(GRINM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ech. Co., Ltd, Beijing 101407,China)

Abstract:The new TiZrHfNbSc refractory high-entropy alloy was prepared by vacuum arc melting with argon

shield. The microstructure were studied by XRD, SEM and DSC, the hardnes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were measured by vickers microhardness tester and micro-control electronic universal testing machin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iZrHfNbSc refractory high-entropy alloy had a single disordered BCC solid

solution structure with the lattice parameter a=3.443Å .The alloy density was 7.16 g/cm
3
and the Vickers

microhardness was 380. The alloy had high compression yield strength(σ0. 2=650MPa) and the compression

deformation rate is more than 60%.The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of the alloy is solid solution

strengthening.

Key words: High entropy alloys; Microstruc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Solid solution strengthening;

高熵合金（HEA）又称多组元合金
[1]
，一般由多个组元按照相等或者相近原子比含量组合而成，由于多

组元产生的高熵效应，致使合金更加倾向于形成简单的体心立方（BCC）、面心立方（FCC）、密排六方（HCP）

等无序固溶体结构，造成高熵合金存在化学无序和点阵畸变的特征，直接影响高熵合金的力学、物理和化

学性能
[2-7]

。目前高熵合金体系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 Al 及Ⅳ周期元素 Fe、Co、Ni、Cr、Cu、Mn 为主

的合金系；第二类以难熔金属 Ti、Zr、Hf、W、Mo、Ta、Nb、V 为主的难熔高熵合金系
[8]
。难熔高熵合金在

高温条件下具有强度高、抗氧化性能好和耐蚀性优异等突出的性能，在航空、航天、船舶和核能等领域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9-12]

。2011 年 Senkov 等研制出 Nb25Mo25Ta25W25、V20Nb20Mo20Ta20W20两种难熔高熵合金
[13]
，具有

较高的压缩屈服强度和良好的高温稳定性，但合金密度较高、室温脆性大、塑性低，在室温条件下塑性仅

为 1.5%和 0.5%；同年该团队设计开发出具有单相 BCC 固溶体结构的 TaNbHfZrTi 难熔高熵合金
[14]

，合金密

度降低到 9.94g/cm
3
，而且具有较高的压缩屈服强度（929MPa）和室温塑性（>50%），但是合金的高温强度

较低
[15]

。为了拓宽难熔高熵合金的应用范围及前景，需要开发出具有低密度、高强度、大塑性和高温性能

优异的合金体系。金属 Sc 具有熔点高、塑性好、密度小等优点，通过添加金属 Sc 既可大大降低合金的密

度，还可提高合金的高温强度、结构稳定性、焊接性能和抗腐蚀性能，可避免高温工作条件下产生的脆化

等问题
[16-18]

，含 Sc 的高熵合金可望应用在航天飞机和火箭等高端制造业。本文采用真空电弧熔炼设备制备

TiZrHfNbSc 新型难熔高熵合金，通过添加 Sc 元素旨在降低合金的密度，获得较高强度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塑

性，为该系列高熵合金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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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方法

1.1 材料制备

试验原料采用纯度均大于 99.9%纯金属 Ti、Zr、Hf、Nb、Sc，按照等摩尔比成分配料，采用真空电弧

熔炼设备制备了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锭，熔炼过程采用氩气保护，为保证材料在熔炼过程不被氧化，

需先熔一遍纯金属 Ti 以吸收电弧炉的残余气体，由于含有难熔金属元素，合金锭至少翻转熔炼 5 次，每次

时长不少于 5min，以确保成分均匀。

1.2 显微结构和性能分析

采用 Philips X’Pert Pro 型 X 射线衍射仪分析合金的相组成，X 射线衍射参数为：电压 40kV，电流

40mA，Cu Kα靶材，X 射线波长 0.15406nm，扫描范围 10°-90°，扫描步长 0.033°/s；相的热稳定性采

用 NETZSCH DSC 404F3 同步热分析仪测定，测温范围为室温至
iii
1300℃，升温速率为 10K/min；采用排水法

测量合金的密度；采用 JSM-7610FPlus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合金的显微组织，并借助能谱仪对合金内的

元素分布及相对含量进行分析；通过 401MVD 型数字显微维氏硬度计测定合金的硬度，载荷 300g；合金的室

温力学试验通过 WDW3100 型微控电子万能试验机测试，最大载荷力 100KN，试样的尺寸为Φ3mm×6mm，压缩

试验的初始应变速率为 0.1mm/min。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合金的相结构

从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 XRD（图 1）中可以看出，四个衍射峰分别对应 BCC 结构的（110）、（200）、

（211）、（220）峰，并没有其他结构衍射峰出现，可以得知合金结构主要为单一的 BCC 固溶体结构。从

图 2 中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的 DSC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该合金 DSC 曲线比较平滑，从室温到 1100℃无

吸热和放热峰出现，说明合金在该温度区域没有发生任何相变，在该温度范围内合金主要由稳定单一 BCC

的固溶体结构组成。

目前对于高熵合金相结构的形成和稳定性判据主要有ΔHmix-δ准则、VEC 判据和Ω判据，通常选取

Ω>1.1 且δ<6.5%，作为能否形成固溶体相的判断标准
[19]

，并且认为当 VEC<6.87 时，BCC 固溶体相较稳定
[20]

。

通过计算可以得知，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的原子尺寸差异值δ为 4.74%，热力学熵和焓的复合固溶体

特征参数Ω值为 3.62，价电子浓度 VEC 为 4，因而设计的 TiZrHfNbSc 合金理论上应为 BCC 固溶体结果，试

验结果与理论判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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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 XRD 图

Fig.1 X-ray diffraction result of the TiZrHfNbSc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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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 DSC 曲线

Fig.2 The DSC curve of the TiZrHfNbSc alloy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金属 Ti、Zr、Hf、Sc 在室温均为 HCP 结构，并且分别在 893℃、863℃、1749℃、

1335℃发生由 HCP 转变为 BCC 结构的固态相变
[21]

，而且通过 Ti、Zr、Hf、Nb、Sc 五种元素的二元相图得知，

在高温条件下五种元素形成的二元合金均为固溶体结构。表 1 中也给出了五种元素的晶格常数，对于无序

的固溶体，合金的晶格常数可以通过混合原则计算
[22]

：

 iimix aca

其中 ci为第 i 个元素的原子分数，ai为第 i个元素的晶格常数，计算结果可知 TiZrHfNbSc 合金的晶格

常数为 3.439Å，XRD 衍射结果得到的晶格常数基本一致（表 1），合金的理论密度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23]

：




iii

ii
mix ρAc

Ac
ρ

其中 ci为第 i 个元素原子分数；Ai为第 i 个元素的原子量；ρi为第 i 个元素的密度。计算结果可知，

TiZrHfNbSc 合金的理论密度为 7.13g/cm
3
，与实际测量值 7.16 相差不大。通过添加金属 Sc 降低了合金的密

度，相比于 TaNbHfZrTi 高熵合金，合金密度降低了 28%。通过合金晶格常数、理论密度的计算比较，可以

判定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遵循混合物的规则，合金为无序的 BCC 固溶体结构。

表１纯金属和高熵合金的晶格参数 a、密度ρ、高温结构、室温结构和相转变温度

Table1 The lattice parameter a , density, HT and RT structure, and the temperature of the bcc-to-hcp polymorphic

transformationalloy)of the pure metals and the studied

Metal Ti Zr Hf Nb Sc Alloy Cal. Alloy Exp.

Lattice parameter

(Å)
3.311 3.545 3.615 3.301 3.308 3.439 3.443

Density(g/cm
3
) 4.51 6.51 13.31 8.57 2.99 7.13 7.16

HT structure bcc bcc bcc bcc bcc － －

RT structure hcp hcp hcp bcc hcp － －

bcc-to-hcp

Transition(℃)
893 863 1749 － 1335 － －

2.2 合金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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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 SEM 图，(a) 二次电子，(b)背散射

Fig.3 Microstructure morphology SEM images of TiZrHfNbSc High Entropy alloys,(a) secondary electron image (b)

backscattered electron image.

图 3 为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 SEM 图，从中可以看出，合金为均匀单相的等轴晶组织。图 3(b)为合

金的背散射扫描照片，较亮区域表明样品中该区域平均原子序数较高，较暗的区域表明样品中该区域的原

子序数较低，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元素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富集。表 2 为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能谱结果，

从 EDS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区域 1（晶界）和区域 2（晶粒）中合金各元素百分比与实际配比均相差不大，

成分无明显偏析。从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面扫描图（图 4）结果也可以看出，Ti、Zr、Hf、Nb、Sc 五

种元素的面分布情况比较相近，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元素偏聚现象，色素点的分布比较均匀，由此可以得知，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由组织均匀、结构单一固溶体组成。

表 2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不同区域的能谱分析结果

Table2 The EDS results of TiZrHfNbSc alloy in different regions

region
Chimical compositions/at.%

Ti Zr Hf Nb Sc

1 19.87 15.93 29.74 15.81 18.65

2 18.72 17.51 25.66 19.22 18.89

图 4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元素区域面扫描分布图,(a)SEM,(b)Ti,(c)Zr,(d)Hf,(e)Nb,(f)Sc

Fig.4 Area scan analysis results of TiZrHfNbSc alloy, (a)SEM, (b)Ti, (c)Zr, (d)Hf, (e)Nb, (f)Sc

2.3 合金的力学性能

a) b) c)

f)e)d)

Ti Zr

ScNbHf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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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的室温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Fig.4 Compressive stress-strain curve at room temperature of TiZrHfNbSc alloy

图 4 是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的室温压缩应力应变曲线，可以得知合金的屈服强度约为 650MPa，弹

性模量为 30GPa，合金具有优异的压缩塑性，在 60%的压缩应变下并没有产生断裂现象。表 3 给出了 Ti、Zr、

Hf、Nb、Sc 五种纯金属的维氏显微硬度和屈服强度值
[22,23]

，文献中给出 Sc 的硬度为布氏 HB=50-60
[24]
，在

200 以下根据一般的经验公式得知 HV≈HB，根据 Vegard 混合原则：

 iVimixV Hc）（H

 i0.2imix0.2 σc）（σ

可以计算出高熵合金的维氏显微硬度为 112.2，屈服强度σ0.2=226.4MPa。从表 3 中可以看到，合金的维氏

显微硬度和屈服强度实测值（Hv 约 380 和σ0.2约 650MPa）均远远大于理论计算的数值，合金表现出较高的

强度和硬度。通常，合金的强化机制可用公式σ0.2=σA+σS+σG+σD+σP来表示，σA为晶格摩擦力，σS、σG、

σD、σP分别代表固溶强化、细晶强化、位错强化和析出强化，对于单一无序的 BCC 固溶体结构高熵合金，

合金的主要强化机制为固溶强化，固溶强化主要源于溶质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弹性相互作用，模量相

互作用，化学相互作用，电相互作用和局部有序相互作用，通过溶质原子或模量的不匹配产生的相互作用

致使晶格发生畸变，局部产生弹性应力场，弹性应力场与位错应力场的相互作用增大位错的阻力阻碍其运

动，对合金进行强化。Tian
[25]

等人结合固溶强化理论发现合金的硬度与合金的价电子及原子尺寸差异存在

紧密的联系，高熵合金的硬度随着原子尺寸差异单调增加，当 VEC 为 6.5~7.0 且平均原子尺寸差δ为 6％时，

合金硬度值达到最大。因此，通过改变元素成分及配比可以设计出具有优异力学性能的新型高熵合金，为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表 3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和纯金属的硬度，屈服强度σ0.2

Table3 Hardness, and yield strength of the pure metals and the studied alloy

3 结论

1）以纯度均大于 99.9%的 Ti、Zr、Hf、Nb 和 Sc 纯金属作为原料，采用真空电弧熔炼技术制备了新型

难熔 TiZrHfNbSc 高熵合金，研究结果表明 TiZrHfNbSc 难熔高熵合金为单一无序的 BCC 固溶体结构，合金

密度约为 7.16g/cm
3
。

2）合金组织成分分布均匀，具有较好的强韧性配合，合金维氏显微硬度约 380，屈服强度σ0.2约 650MPa，

压缩变形率达到 60%以上，合金的强化机制为固溶强化。

Metal Ti Zr Hf Nb Sc Alloy Cal Alloy Exp

Hardness
HV 99 92 180 135

111.2-113.2 380
HB 50-60

σ0.2(MPa) 195 280 240 240 177 226.4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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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炉焊接残余应力周向分布与消除

陈辉 1、2，孙健 2，王伟 2，梁海龙 2，熊军 3，王长水 3，王建 3，要志超 3

（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绿色可循环钢铁流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43；

2.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钢铁技术研究所，北京，100043；

3.首钢京唐联合钢铁有限公司炼铁作业部，河北省唐山市，063200）

摘要：残余应力集中并在运行过程中不断释放是影响承压装备开裂、失效的原因之一。首次尝试对正在施工的

热风炉炉壳焊接前后应力分布情况，提出了检测方案，并获得了周向上应力分布不均，且最大应力值超过许用

应力的事实。退火消除可以消除近 70%以上的残余应力，但炉壳开孔附近因保温效果差，影响应力消除效果。

大型工艺装备残余应力检测与消除是必要的，建议推广。

关键词：热风炉，残余应力，退火，应力消除

Circumferential Distribution and Elimination of Welding Residual

Stress for Hot Blast Stove

CHEN Hui
1,2
,SUN Jian

1,2
,WANG Wei

1，2
,LIANG Hai-long

1,2
,XIONG Jun

3
, WANG Chang-shui

3
,

WANG jian
3
, YAO Zhi-chao

3

(1.Shougang Group, Shoug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Recyclable Process for Iron & steel Product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2.Shougang Group, Shoug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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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ntration of residual stress and its continuous release during operation were one

of the reasons affecting the cracking and failure of pressure equipmen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before and after welding of the hot blast stove shell under construction was

attempted, and the detection scheme was put forward. The fact that the circumferential stress

distribution was uneven and the maximum stress value exceeds the allowable stress was obtained.Removal

of residual stress by annealing can eliminate more than 70%, but the effect of stress relief was

affected by poor thermal insulation near the opening of furnace shell.It was necessary to detect

and eliminate the residual stress of large-scale process equipment, and it was suggested that it

should be popularized.

Key words: hot blast stove, residual stress, annealing process, stress relief

1. 引言

热风炉是钢铁厂高炉附属的关键设备，生产中处于不停歇工作状态。热风炉设计寿命一般为高炉寿命的 2~3

倍，但实际运行来看存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裂纹、漏气现象，严重时甚至出现爆裂导致事故，修复耗时

长、费用高，损失很大。

已有的研究认为：由钢板焊接而成的热风炉破损开裂以应力腐蚀疲劳失效为主，疲劳失效是工程结构在反

复荷载作用下的主要失效模式之一。而在工业生产中，由于生产条件与环境的限制，施工期间的残余应力显有

报道；运行期间，热风炉出现微裂纹时很难被发现或监测到，所以需要从根源上分析裂缝产生的原因，并及时

补救，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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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残余应力的检测，一方面，可以掌握服役前、冷态下热风炉炉壳板的残余应力，易出裂纹的焊缝附

近的应力状态是否满足正常运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对应力状态集中的重要部位应力状态有清晰的了解，

并尝试消除应力。另外，通过对大型装备焊接后残余应力的调查，数据进行累积分析和挖掘，对于今后的大修

改造设计、完善维修工艺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 检测设备与方案

应力检测设备为 DH3820 应变测试系统，残余应力检测方案依据 C/BT 3395-2013 残余应力测试方法钻孔应

变释放法。

（1）位置选段：热风炉的高温段进行应变布点测试，主要选择 14 带到 16 带应力集中部位（图 1所示），

选择炉壳周向横焊缝（残余应力）关键部位现场应力测试，周向取至少四个测试点。

（2）测点布置：根据热风炉炉壳结构特点，在不同的区域选择一定数量的测点进行炉壳残余应力测试，

测点布置原则为周向选取至少 4 个测试位，每个测试位取焊缝左右/上下两点测试、以及业主特别关注的测点。

测试炉壳在消除应力前后的残余应力值。

图 1 现场应力检测点分布示意图

（3）测试系统选择：依据测试现场环境使用高温电阻应变测试法对炉壳进行跟踪测试。测试用焊接应变

计选择进口专用应变计，可以满足环境温度的测试。

3. 残余应力的检测结果与讨论

对某新建的热风炉（热风出口段）焊缝（测点 1-6 的具体位置）退火前后残余应力进行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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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该段热风炉炉壳材质为 345R，检测仪器为 DH3820 应力应变测试仪，检测方式为小孔法，贴

片示意图如下图 2所示。

图 2 应变片固定示意图

（1）退火前的残余应力分布

周向选取 5 个点，焊缝上下分别检测，残余应力的检测结果列于表 1；最大应力值分布在为

第一点和第 5 点，高达 270MPa 以上（如图 3 所示）。比较来看：焊缝上面的残余应力低于下面

的残余应力；周向来看，存在局部残余应力超高的区域；必须采取消除应力的技术对策，施工现

场采用的是退火消除应力的办法。

图 3 退火前，第 5点残余应力的最大值达 281

表 1 退火前残余应力检测结果

退火

前

横焊缝 1上 横焊缝 2上 横焊缝 3上 横焊缝 4上 横焊缝 5上

13 30 16 17 26

横焊缝 1下 横焊缝 2下 横焊缝 3下 横焊缝 5下 横焊缝 6下

277 150 64 65 281

图 3 所示为现场检测到的残余应力释放曲线。检测前期数据平稳上升，后期受到打孔以及施工振动影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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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大，已检测到的数据来看，该点的应力值大概在 277MPa 左右。

（2）退火后的残余应力分布

退火后的残余应力检测，在周向环缝选取 7个点，竖焊缝取两个点，环缝上下与竖缝左右分别检测，检测

结果列于表 2。最大应力值分布在为第 3 点和第 4 点，在 60MPa 以上。退火消应有明显的效果，残余应力值明

显下降，除第 4 点外，焊缝上应力消除约 49%，焊缝下应力消除约 80%。横缝上侧的残余应力略高于工厂退火

的竖焊缝(第 4 点外)。第 4 点残余应力依然高（如图 4 所示），且上侧残余应力高于下侧残余应力。

表 2 退火后残余应力检测结果

退火前

横缝 1上 横缝 2上 横缝 3上 横缝 4上 横缝 5上 竖缝 6左 竖缝 7左

21 2 10 95 9 3 11

横缝 1下 横焊缝 2下 横缝 3下 横缝 4下 横缝 5下 竖缝 6右 竖缝 7右

22 5 70 60 24 18 5

图 4 退火后，第 4点残余应力的最大值达 95MPa

分析认为：该检测点位于助燃空气入口的下方，因空气流通降温作用，使该区域的保温效果

较差，导致应力消除不理想

建议对第 4点所在的区域以及两个热风炉间通风区域再次进行退火消应操作，并对临近区域

的热风炉开孔实施封闭。

4. 结语

（1）参考应力检测的国标，首次尝试设计并实施了热风炉大型工艺装备的焊接残余应力检测，表明：该

技术方案可行；

（2）退火前的残余应力检测结果表明：周向上，残余应力分布不均，且存在局部区域焊接残余应力高的

实事，如第 4 点最大残余应务值为 277MPa，超过了材料的许用应力（屈服强度的 0.7 计）；

（3）退火后的残余应力检测结果表明：退火消应是一个有效消除焊接残余应力的方案，但注意施工现场

空气流通导致的换热差异，如通风口部位，同样的退火工艺下，仍存在高达 95MPa 的残余应力；

（4）本研究首次对大型工艺装备残余应力的检测尝试是有益的，但有待于进一步标准化并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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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变压吸附）制氮在铁合金关键工艺优化应用

王武魁 韩渝京 杨泽萌 何为 梁四新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43）

摘 要：铁合金工厂矿热炉及喷煤制粉设备是其关键设备，为解决矿热炉（电炉）孔洞密封及喷 3煤制粉工艺的煤粉

气动输送介质，目前国内基本上采用氮气，PSA（变压吸附）制氮是首选工艺技术，PSA 制氮系统是能源高耗设备，所以降低

电耗、提高制氮产品气品质、延长设备及易损件寿命是 PSA 制氮发展的方向，本文通过 PSA 制氮工艺流程的优化及主要设备

的持续创新，努力实现 PSA 制氮工艺的最大优势及降低生产成本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矿热炉；喷煤；PSA 制氮；优化

中图分类号：TK641 文献标识码：B

PSA (pressure swing adsorption) Nitrogen Production in Key Process

Optimization & Applications of Ferroalloys

Wang Wukui Han Yujing Yang Zemeng He Wei Liang Sixin

（Beijing Shougang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

Abstract： Ferroalloy plant submerged arc furnace and coal injection pulverizing equipment are its key

equipm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al powder pneumatic transmission medium of submerged arc furnace

(electric furnace) hole sealing and coal injection pulverizing process, at present, nitrogen (PSA) is basically

used in China. Nitrogen production is the preferred process technology. PSA nitrogen production system is a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equipment, so it can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improve gas quality of nitrogen production, extend

equipment and The life span of vulnerable parts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SA nitrogen production.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PSA nitrogen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main equipment, this paper

strives to achieve the maximum advantage of PSA nitrogen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dual goal of reducing production

cost.

Key words：Submerged arc furnace; coal injection; PSA nitrogen production; optimization

1 概述

目前国内多数独立建设的铁合金工厂在矿热炉设备及喷煤制粉工艺中均采用氮气进行工艺设备孔洞密

封和气力输送介质，氮气来源主要采自 PSA（变压吸附），制氮各种流程及设备特征多种多样，本文就某一

工程中 PSA 制氮工艺流程及设备进行优化，同时将重要设备的主要问题进行改进，实现 PSA 制氮工艺流程

简单、设备可靠、安全运行的工程目标。

2 PSA 制氮工艺流程的优化

2.1 整体性基本流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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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SA 制氮工艺流程

Figure 1 PSA process of nitrogen production

PSA 制氮工艺，基本流程，按吸附塔数量划分，主要有二塔、四塔、六塔配置，通过技术经济对比分析

采用二塔设备流程配置，这也是目前 PSA 制氮工艺主流工艺。

2.2 空气预处理流程

在 PSA 制氮，空气预处理工艺是 PSA 制氮技术中重要的工艺。由于 PSA 制氮的核心设备介质是碳分子

筛吸附剂，因此对于原料气体中水分、油雾、粉尘、有机物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吸附剂本身有存在着

耐压强度的具体要求，空气净化装置，本工程采用荒净气，两端有罐＋中间多级精细净化＋组合干燥为主

要技术特征，具体讲，压缩空气引入到空气净化装置首先进入荒气缓冲罐，主要功能是平衡荒气气源与成

品气产品的制气周期性波动，同时也解决了部分荒气中的水分的粗分离，主体过滤器采用粗细结合，先后

设置了三级过滤器，精度逐步依次提高，包括一级催化剂过滤器，再加组合式干燥装置及即冷干机＋微热

再生器，通过上述过滤过程，将原料气中的相关技术指标从油含量3mg/m3、粉尘粒径5μm、C2H2含量 0.5PPm、

CnHm30PPm、酸性物质ΣNOx＋SO2＋HCL＋CL2≤8PPm，提高到含油量 0.003PPm，含尘量 0.01μm。最大程度

满足了二塔吸附剂入口的技术要求，给下游工艺创造了良好的原料气品质工艺环境。

2.3 二塔吸附再生流程优化

吸附剂生产氮气核心技术主要体现在吸附与再生工艺的设置，目前国内有二种再生的方式，一种是传

统的等均压方式，通过吸附塔上部出气口及底部出气口分别同时均压，完成吸附均压过程，此种均压方式

增加成品气损失，也就增大了原料气的供应流量，同时由于均压时气体从上吸附塔顶部底部贯穿式气流通

过，造成分子筛在其内部受气流冲击强度大，上下窜动互相撞击，磨损加大，减少了吸附剂的寿命。国内

目前采用二种方式，不等势均匀均压取气，增加一个取气口位置在吸附塔中部，均压时从吸附塔中部引出，

出现了不对称的均压现象，故业内称之为无等势均压，经过生产实践证明，不等势均压可以减少原料气消

耗 20%以上，技术经济效果明显，同时由于降低了对吸附剂的冲击，其寿命也增加，减少了生产成本，本工

艺选用不等势均压。

2.4 吸附塔控制失压的成品气粉尘再拦截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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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吸附过程是在自动控制中，按程序执行，当控制系统出现重故障，使得再生程序失控，放散阀门

打开不关闭，使得大量的荒气经由放散阀排出，造成吸附塔失压，从而引发成品气倒流，成品氮气从用户

管网返回吸附装置经由放散管排出，称之为系统失压，用户断气，管网可能是负压，由此引发重大安全事

故，为解决这个问题，本工程采用双逆止阀＋放散管放散阀安全模式工艺，使得系统不失压的情况下可以

安全调整负荷转换到安全运行方式，此工艺具有手段齐全、行机构稳定、简便操作的特点。

PSA 制氮装置中的分子筛吸附剂是易损料，在塔内受机械强度气流冲击或空气预处理中出现的问题都会

造成分子筛粉化，其粉尘分散粒再随气体沿管道输送到成品气管网中，给用户造成损失。因此，在输送成

品气出系统中之前增加了一道粉尘拦截装置，即过滤器，将最不利的情况考虑到，保证用户使用的万无一

失。

3 关键设备部件的优化

3.1 吸附塔填料压紧装置

分子筛吸附剂在吸附塔中的填充不可能绝对的密实，而且其抗压强度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提

高，设备运行后，运行中在气流及其冲击的作用下，吸附剂相互磨损粉化，导致吸附剂床面下沉是必然出

现的现象，床面松弛后，吸附剂的流窜不稳定更加严重，磨损加剧，粉化现象会更加严重，直接影响吸附

效果，一直是 PSA 制氮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采用的相应技术措施包括有气密压紧、弹簧压紧、椰壳垫压

紧等，气缸压紧是目前主流技术，它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它克服了气衰的压力差造成的时松时紧问题，弹

簧压紧时不易控制弹簧刚度，压紧力不易调节的困难，气缸压紧取自成气，压力稳定，同时配有压紧气缸

行程的测量及超限报警装置，做到了压紧有调节、出偏差有预警等优势，本工程优先采用了填料气缸压紧

装置。

4 结语

本工程 PSA 制氮项目从工艺流程到关键设备都进行优化，系统结构更加简单，操作方便，实现了安全

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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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液换向阀的结构谈液压系统优化

董柏君
1

白天志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迁安，064404）

摘 要：对电液换向阀的结构及工作原理进行介绍，对钢卷车升降液压系统工作原理及液压元件在油路中的作用进行说明，

结合钢卷小车上卷过程中出现的故障现象，对液压系统进行故障分析，结合电液换向阀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指出了电液换向

阀在系统中出现的问题，结合液压系统二次调试引发出的故障现象，指出电液换向阀在调整换向速度时节流阀阻尼孔调小后

主阀芯复中位缓慢问题。通过分析论证，在不影响液压系统控制逻辑的前提下，提出液压系统优化方案。

关键词：电液换向阀；钢卷车升降；故障分析；液压系统优化

中图分类号：TH137.5，TH137.7 文献标志码：B

1 电液换向阀简介

1.1 电液换向阀工作原理

电液换向阀由电磁换向阀与液动换向阀组合而成，液动换向阀实现主油路的换向，称为主阀；电磁换

向阀改变液动阀控制油路的方向，称为导阀；导阀与主阀组合实现液压力控制主阀芯移动。在液动阀的控

制回路上通常装有可调的单向节流阀（称阻尼器），以便分别调节换向阀芯在两个方向上的运动速度，改

善换向性能。阻尼器可与液动阀连成一体，也可有独立的阀体。带有阻尼器的液动换向阀称为可调式液动

换向阀。其结构原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电液换向阀的结构原理

为保证液动阀回复中位，电磁阀（导阀）的中位必须是 A、B、T油口互通。控制油可以取自主油路的

P 口（内控），也可以另设独立油源（外控）。采用内控时，主油路必须保证最低控制压力（0.3～0.5MPa)；

采用外控时，独立油源的流量不得小于主阀最大通流量的 15％，以保证换向时间要求。

1.2 电液换向阀的应用

在流量较大或要求换向平稳的液压系统中，由于作用在换向阀芯的稳态液动力比较大，常规电磁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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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的电磁力一般都比较小，不能保证其可靠的换向，在此种液压系统中宜采用电液换向阀进行方向切换。

由于导阀控制压力油的流量较小，因此电磁换向阀（导阀）的规格可以取的较小（常见的为 6 通径品种）。

液动换向阀作为主阀，其工作位置由导阀的工作位置相应确定。目前已有 32 通径的电液换向阀，最高工作

压力为 35MPa，最大流量为 1100L/min，满足高压大流量液压系统的平稳换向。

2 钢卷车升降液压系统介绍与故障分析

2.1 钢卷车升降液压系统概述

图 2 为冷轧二十辊轧机钢卷车升降液压系统图，液压缸驱动钢卷车升降动作将钢卷托举至开卷机芯轴，

其尺寸为Ø250×Ø180×1260st。因液压缸尺寸较大，且升降动作需要较快的速度，因此在该系统中液压缸

升降方向控制阀选用电液换向阀。为适应不同生产节奏，钢卷车可执行高速、低速两种模式升降动作，高

速动作时速度为 80mm/s，低速动作时速度为 40mm/s。在钢卷车低速升降时压力油通过电液换向阀１供给液

压缸；在钢卷车高速升降时电液换向阀 1、2 同时得电，压力油通过双路供给液压缸，实现液压缸的快速动

作。电磁换向阀 3 为高低压切换阀，其功能为在钢卷车不接触钢卷（空车）上升时低压供油（25bar），钢

卷车接触钢卷后切换至高压供油（80bar），避免钢卷车车体与钢卷接触压力过高造成的钢卷外圈损伤。

图 2 钢卷车升降液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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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钢卷车升降液压系统故障分析

2.2.1 故障现象

钢卷车空载上升过程中由低速低压模式向高速低压模式切换时（双路供油），液压缸停止上升，测压

点 4、5、6 处压力均为 3bar，阀台油路块内有油液循环流动，油路块升温，系统泄压。

故障排查步骤：

1）阀台油路块内有油液循环流动，说明系统存在內泄，进一步查找导致进、回油连通原因；

2）低速低压模式液压缸升降动作正常可排除电气控制系统及液压元件故障；

3）高速低压模式即电液换向阀 2得电后系统內泄，电液换向阀 1、2 升温发热，说明有连续油流通过

电液换向阀 1、2，但压力油没有进入液压缸；

4）测压点 5、6处压力相同，说明液压缸有杆腔、无杆腔压力窜通，由排查步骤(2)得知液压缸本体并

未內泄，进一步分析內泄原因；

5）进一步查找发现电液换向阀 1 中位机能为“Y”型，电液换向阀 2中位机能为“O”型。当电液换向

阀 2 得电，电液换向阀 1 中位时可导致压力油液在电液换向阀 1、2间形成回路，造成內泄，见图 3，标粗

线条为系统內泄时油液流向。

2.2.2 故障原因分析

因钢卷车空载上升过程中液压系统压力较低（压力取决于外负载），当上升速度由低速切换为高速时

液压缸加速伸出动作，压力油在单位时间内需要填充体积增大，产生“负压效应”进一步降低液压系统压

力。加之液压阀台距离压力源（泵站）较远，压力油沿程损失较大。导致切换到高速模式下液压系统压力

瞬间降低，而电液换向阀 1需要在提供导阀一定压力（0.3～0.5MPa)的前提下方可实现阀芯换向动作，压

力的瞬间丧失导致电液换向阀 1 阀芯切换至中位，电液换向阀 2 与点液换向阀 1 之间形成回路，压力无法

再次建立，造成本次故障（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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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故障状态回路

2.3 液压系统优化措施

1）对电液换向阀 2 的单向节流阀阻尼孔进行调整后，电液换向阀 2 换向冲击较小，避免了上述故障。

但因电液换向阀主阀芯换向由压力油推动，主阀芯复位由对中弹簧实现，电磁阀复位时主阀芯受压一侧的

弹簧要克服节流阀的节流阻力推动主阀芯复位。节流阀阻尼孔调小后主阀芯复中位需要较长时间，致使液

压缸不能按要求立即停止动作。虽然避免了內泄故障，也引发出了新的问题，可见此方案不可取；

2）如图 3所示，为避免电液换向阀 2 得电瞬间液压系统压力降低导致电液换向阀 1复位，在电液换向

阀 2 前，7 位置增加一节流阀，保证了电液换向阀 2 得电瞬间节流阀前仍存在一定压力，即保证了电液换

向阀 1 换向控制压力。经实践检验升降液压缸动作稳定可靠取得了预期效果。

3 结论

1）分析判断液压故障首先要读懂液压原理图纸，掌握液压元件的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对液压系统故

障分析前要搞清楚所驱动控制机构的结构及动作特点，再进一步进行判断。对液压系统故障诊断前要对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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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信息实际状况的收集尽可能客观、准确；

2）电液换向阀中控制油的节流阀阻尼孔虽然能起到平稳换向作用，但是调整的过小将引发主阀芯复位

时间过长问题，因此在调试过程中要兼顾执行元件动作准确、灵敏等工作要求，不可一味地追求换向平稳；

3）在含有电液换向阀的并联供油液压系统中，由单路供油向双路供油切换时要考虑执行元件加速运动

产生的“负压效应”将导致电液换向阀因控制油压降低阀芯复位。在满足执行元件动作速度要求的前提下，

在电液换向阀前安装一节流阀可减小切换至双路供油瞬间的压力波动，确保液压控制系统灵敏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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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监测保护系统在天车接地故障中的应用

作者： 李晨光 张小辉 王东亮 文关俊 胡林 白云斌
作者单位：首钢股份公司炼钢作业部

摘 要:

针对行车现有供电系统发生接地故障时会有间隙性电弧产生并不易觉察的情况，开发了一套中性点经高阻接

地的嵌入式监测保护系统，在保证消除间隙性电弧的同时，具有故障识别、故障数据采集分析、本地及远程报警

等功能。论文首先分析了行车接地的系统故障特征，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给出了系统的总体设计目标。系

统在电阻柜内安装以 STM32 作为主控芯片的数据采集系统监测接地故障的发生，并实时将信息通过 485 总线上传

到驾驶室内的嵌入式监控屏。多台行车的监控屏通过无线通信模块组成 ZigBee 无线通信网络，将数据实时上传

到监控室内的 PC 服务器，并与厂内生产调度平台连接。运行实践表明该装置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有较

高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 IT 配电系统，高阻接地，监测保护

1. 引言

首钢股份公司共有厂用大型行车多台，采用的为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 IT 配电系统，变压器和多台电机

之间采用长距离电缆连接。由于行车生产环境恶劣，设备长期运行，并且存在电缆绝缘材料机械损坏、制

造缺陷、自然老化或安装不规范引等，数次发生电缆接地故障，虽未造成损失，但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原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优点是可避免发生触电时接地电流对人员生命造成危害。同时发生接地故障

时系统线电压不变，设备可带故障继续运行。但原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一是发生单相

接地故障时不容易察觉，可能产生容性电弧，引起弧光过电压，过电压可能进一步损坏设备绝缘，造成变

压器，电机的损坏，电弧也可能引发火灾。二是原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带故障长期运行时，即使电弧得到

抑制，非故障相对外壳电压升高，容易造成设备绝缘破坏或影响设备使用寿命。三是原有中性点不接地系

统带故障运行，如再发生其他相接地故障，会发生相间短路，造成保护立即动作，也可能出现线路或设备

损坏等更严重的事故，所以需要尽快处理。

改进后的配电系统采用中性点经高阻接地方式，通过适当调整接地电阻值，实现既能保证保护装置的

选择性又可抑制单相电弧接地时的过电压。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系统线电压基本不变，设备可继续运

行。同时抑制单相接地电流，电阻吸收弧光能量，可有效避免电弧产生，抑制过电压和火灾发生。同时在

司机室设置监控屏，监控接地电阻柜运行情况，发现接地故障时及时上报到本地和上级，避免单相接地故

障长期运行，保护设备绝缘和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同时为保证原有不接地系统的安全性，电阻柜内部检

测接地电流及接地电阻电压，利用适当的算法分析判断故障情况，区分出人体触电和接地故障，能有效保

障人身安全，并将故障详细情况上报。

2. 系统总体设计目标

2.1 故障分析

首钢股份公司共用厂用大型行车 8 台，每台行车配有 2000KVA 和 200KVA 变压器各一台，电压等级为

10KV/400V，采用的为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 IT 配电系统，变压器和多台电机之间采用长距离电缆连接。设

备在定期检修时，发现过数次电弧接地引发的设备绝缘破坏情况。绝缘破坏情况见“图 1 弧光放电故障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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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弧光放电故障图片

目前，电力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方式可分为：中性点有效接地及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中性点有效接地

包括直接接地或经低值电阻器或低值电抗器接地；中性点非有效接地包括经高值电阻接地或不接地。中性

点有效接地在系统线路发生接地时，故障电流很大，保护装置根据检测到的故障电流，快速切除配电系统

中的接地线路，从而不易使故障点发展为两点接地故障，有利于缩短故障线路修复时间，但会造成行车停

车，影响正常生产并可能造成事故。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线电压不变，设备可以带故

障运行，但是故障不易觉察，当单相接地电流过大时，易产生电弧，引起弧光放电，产生弧光过电压和引

起火灾。同时非故障相对外壳电压升高，造成设备过电压损坏，如另一相再发生接地故障，会发生相间短

路，使故障扩大。

2.2 设计目标

设计中采用了中性点经高阻接地方式，通过适当调整接地电阻值（220Ω/440Ω/∞Ω），实现既能保证

保护装置的选择性又可抑制单相电弧接地时的过电压。采用中性点经高阻接地方式，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

时，系统线电压基本不变，设备可继续运行；同时抑制单相接地电流，可有效避免电弧产生，电阻吸收弧

光能量，抑制过电压和火灾发生。为及时发现故障，在司机室设置监控屏，监控 2 台接地电阻柜运行情况，

发现接地故障时及时上报到本地和上级，避免单相接地故障长期运行，保护设备绝缘和避免事故进一步扩

大。同时在电阻柜内部检测接地电流及接地电阻电压，利用适当的算法分析判断故障情况，区分出人体触

电和接地故障，能有效保障人身安全，并将故障详细情况上报。可以在发生接地故障时使设备带故障运行，

检测接地电阻温度并上报，保障系统和电阻柜的正常运行。

2.3 总体结构

系统总体结构分成 3 部分，分别是安装于现场的 2 台电阻柜，安装于驾驶室的监控单元和安装于值班室

的串口服务器，示意图见“图 2 电阻柜监控保护系统框图”。

图 2 电阻柜监控保护系统框图

接地电阻柜功能及结构包括：

1、安装接地电阻，电流互感器等，发生故障时实现有效接地。

2、安装监测控制单元，监测所需要测量的电压，电流、温升等数据；

3、通过 485 总线向监控屏发送相关数据；

4、发生接地故障时，现场和上位机给出报警信息。

5、24VDC 供电取自监控屏；

监控屏功能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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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控制室内安装 7 寸监控屏；

2、带有无线数传模块，数据实时上传；

3、能实时监控检测单元数据；

4、具有正常显示及声光报警功能；

5、有设置功能、存储功能、查询功能，控制功能等必要功能；

6、驾驶室内安装，有休眠功能；

服务器功能及结构

1、无线接收各个监控屏传来的数据；

2、数据汇总后转化成网络数据上传给交换机；

3、安装于交换机附近；

3. 系统硬件设计

接地故障监测系统硬件主要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安装于电阻柜内的接地电阻主电路部分、基于嵌入

式的数据采集和保护系统，另一部分电路为基于嵌入式的数据处理、通信部分和 HMI 屏组成的监控系统，

第三部分为串口服务器，将接收到的多路无线数据处理成 TCP/IP 格式，上传到网络，采用的是有人科技的

串口服务器。电阻柜及监控屏的嵌入式系统 CPU 选择 ST 公司的 32 位的 RISC 内核的 STM32F103VET6；显示

选用迪文科技的 T5L 系列 HMI 屏，自主进行界面设计和程序编写。

3.1 电阻柜内的硬件电路设计

电阻柜内的接地电阻主电路主要由 2 组 220Ω，2KW 电阻，LQZJ-0.66 电流互感器，和多个接触器组成，

接地电阻阻值可接成 220Ω，440Ω或断开的形式。嵌入式的数据采集和保护系统主要分为电源电路、嵌入

式核心板电路，数据采集处理电路、485 通信接口电路，控制输出电路等。其中核心板电路采用自主设计制

作的 STM32F103VET6 主控板，考虑到现场电磁环境的复杂性，核心板的设计以稳定为主，外围电路增加大

量防静电，防高电压和大电流冲击，高频滤波电路，通过在复杂环境下进行电磁实验证明电路的抗干扰能

力非常强。电路图见“图 3 核心板电路图”。

图 3 核心板电路图

数据处理电路是设计的重点，主要包括前端处理电路，信号采集和处理电路，核心板接口电路等。前

端处理电路主要采集接地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ABC 三相电路的相电压、接地电阻的温度和电阻柜内的环境

温湿度。电流采集采用电流互感器模块，根据交流电流的有效值对应输出 0-3V 直流电压，电压采集利用高

压 PT 模块，二次侧输出低压，经电流转电压功能，输出电压信号，再利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运放电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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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幅值调理。信号采集处理电路还要完成信号的波形滤波和波形抬升等处理，处理后送给 MCU 的 A/D 采

集数据采集，直接采用 STM32 单片机自带的 12 位 AD 进行采集，采样精度已经完全满足系统的需要。

电阻的温度和电阻柜内温湿度数据直接利用温湿度传感器和变送器模块采集，传回的是 IIC 数字信号，

STM32 单片机直接进行处理。输出部分包括指示灯输出，接地电阻阻值切换电路，通过控制接触器的通断实

现阻值在 220Ω，440 欧姆和∞之间切换。整体电路的电源来自于监控屏模块通过 485 线路传输过来的 24V

直流电源，通过电源模块获得所需要的各电压等级电源。主电路电路图见“图 4 柜内主电路电路图”。

图 4 柜内主电路电路图

监控屏核心板采用自主设计制作的 STM32F103VET6主控板，屏幕采用迪文科技的 DMT80480T070组态屏，

主控板和组态屏之间通过串口通信。组态屏的电源处理电路，485 通信电路和无线通信线路做到控制母板上，

直流 24V 电源由外置 24V 电源模块供电，并将 24V 电源通过 485 线缆传输到 2 台电阻柜。多台行车的无线

通信模块组成 ZigBee 无线通信网络，实现数据对等传输，减小无线模块的发送功率，最终将数据发送给串

口服务器，见“图 5 监控屏母板电路图”。串口服务器选用有人科技的“双串口联网服务器网络 Modbus/TCP

互转 232/485 以太网模块”，将接收到的数据信息上传到厂内的生产调度平台。

图 5 监控屏母板电路图

4. 系统软件设计

电阻柜内数据采集保护板的软件功能主要为采集接地电阻中的电流，接地电阻的温度，箱体内的温

湿度，各相电压等信息，并根据监控屏的要求经数据上传。同时，还设计保护系统，能根据一定算法进

行人体触电保护；设计了故障线路识别、带故障运行性监控等功能，采集保护板流程图见“图 6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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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保护程序流程图”。

图 6 数据采集保护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首先初始化用到的所有端口，并读取存储在EEPROM中的设定值，包括各报警限值，管理员可在

监控屏上对各数据进行更改。主程序运行前进行当前状态识别，包括通信状态、看门狗复位状态、当前温

湿度，电压电流等，如数据正常则进入到主程序。主程序中循环采集接地电阻电流值，如无故障，采集50

次后读取其他数据并进行处理。接地电阻电流值的采集才有AD采集的DMA模式，STM32F103VET6单片机读取

一次的时间大约在10-15mS，开启定时器1中断并设置具有最高中断优先级，每隔20mS读取接地电阻电流值

并更新。其他数据包括箱内的温湿度，电阻温度，各相电压值等的读取周期大约为1S。每20mS快速读取接

地电阻电流值主要是防止人体触电事故的发生，一旦人体触电，可在30-40mS内切断接地电阻，保证人体触

电时间小于100mS，延迟5S再闭合判断是否还有接地电阻电流，从而在保证触电安全的前提下识别出单相接

地故障。

监控屏软件主要实现良好的人机接口，通过 485 总线实时对两台电阻柜的工作状况进行查询，并将数据

保存。一旦发生故障，监控屏进行声光报警，驾驶员可通过监控屏查看故障原因，并采取对应措施。管理

人员也可以通过监控屏进行监控屏参数，报警限值参数等设定，监控屏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将数据通过无线

模块上传，具体功能流程图见“图 7 监控屏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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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监控屏程序流程图

监控屏主程序首先初始化用到的所有端口，并和HMI屏进行通信，通信成功后激活HMI屏幕显示。然后

进入主程序。定时器2每隔1S按一定时间间隔向2台电阻柜发送查询数据，电阻柜接收到查询指令后返回各

项数据。串口1开启DMA接收中断接收返回的数据并进行判断和存储。串口2开启DMA接收中断接收接收无线

模块传来的数据并进行处理。主程序循环处理串口发来的数据，并根据数据执行相应操作，并实时更新屏

幕信息，一旦出现异常情况进行报警处理，异常包括接地故障、通信异常、电压、电流、温度等数据异常。

5. 运行效果及结论

迁钢公司行车低压 400 V 系统通过加装该系统，实现了故障回路快速定位，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故

障问题，实现对多台行车低压电力系统的有效监控，从而保证整个行车生产系统的安全，因为接地电阻柜

的保护，接地点没有产生间隙性电弧。同时为保证生产运行，在实时监控接地电阻温升的情况下，设备带

故障可连续运行了 5 天，更换故障电缆后故障消失。可见该系统有效消除了 TNS 接地系统的不稳定行的缺

点，令设备在故障状态下可以正常运行，并且消除了 IT 系统安全性不可靠的缺点，可以在设备故障时准确

迅速报警并通过电阻器消除接地点电弧产生，通过现代通讯技术可以将故障记录并提供分析数据，有较高

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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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连轧机精轧活套辊断裂分析与改进

吴长杰 张会明 东占萃 周广成 李会生 王艺霖 尹贵祖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热轧作业部 河北 迁安 064406）

摘要：精轧机活套是安装在相邻机架间的设备装置，主要作用是用于调节缓冲相邻机架间金属流量的变化，

防止迭钢；使带钢在一定范围内保持恒定小张力，防止因张力过大引起缩颈现象，造成宽度不均甚至拉断。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前部机架活套辊频繁出现断裂故障，一方面造成设备故障，影响生产稳定，另一方面

对机架间带钢张力设定带来限制，影响工艺参数设定。通过对活套辊结构及受力分析，确定了活套辊改进

方案。

关键词：热连轧机；精轧；活套；断裂

FRACTURE ANALYSIS AND IMPRVEMENT OF LOOPER ROLL IN FINISH MILL OF HOT STRIP

MILL

WU chang-jie ZHANG hui-ming DONG zhan-cui ZHOU guang-cheng

LI hui-sheng WANG yi-lin YIN gui-zu

(Beijing Shougang Co., Ltd. Qian’an 064406’ Hebei’ China)

Abstract: The looper is a device installed between the adjacent mill , the main role is to regulate

the buffer of the metal flow between adjacent frames to prevent the change of steel, so that the

strip steel in a certain range to maintain a constant small tension, to prevent excessive tension

caused by the phenomenon of neck shrinkage, resulting in uneven width or even pull off. In the

actual use process, the front frame trap roller frequently breaks fault, on the one hand causes

equipment failure, affects production s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frame-to-rack steel

tension setting brings restrictions, affecting the process parameter sett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and force of the live sleeve roller, the improvement scheme of the live sleeve

roller is determined.

KEY WORDS: Hot strip mill; Finish mill; Looper; Fracture

前言

精轧机活套是热轧轧机重要的调节设备，目前多采用低惯量液压活套，轧机活套设置在相邻轧机之间，

由液压缸驱动，为了保证活套的快速响应，活套辊采用中空薄壁结构，随着轧线产品品质的不断拓展及优

化，轧机间带钢张力设置也在不断变化，活套辊频繁出现瓢曲变形、甚至断裂的设备故障，对生产稳定造

成严重影响。通过不断优化活套设备，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工艺要求
[1]
，保证设备运行可靠，对于热轧生产稳

定及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1．精轧机活套设备功能及结构介绍

活套是热连轧机精轧机组重要的设备结构，设置在精轧机组相邻机架间
[2]
，如图 1 所示，活主要作用为：

（1）缓冲金属流量的变化，给控制调整一时间，并防止成迭进钢；（2）调节各架的轧制速度以保持连轧常

数，当各项工艺参数产生波动时，发出信号和命令快速进行调整；（3）带钢在一定范围内保持恒定小张力，

防止因张力过大引起缩颈现象，造成宽度不均甚至拉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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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轧机 2-活套装置

图 1 精轧机活套布置图

Fig.1 Layout of looper in finish mill

精轧机活套由活套液压缸、活套架及活套辊组成，如下图 2 所示，活套液压缸采用低磨损设计，以降

低液压缸本体摩擦力；活套架采用镂空花架设计，活套辊采用空心薄壁辊，在保证设备强度的同时尽量减

少本体重量，以降低设备转动惯量，满足活套快速响应的要求
[3]
。

1-活套辊 2-活套架 3-活套缸

图 2 活套结构示意图

Fig.2 Structure diagram of looper

精轧活套辊辊径为 275±0.2mm，两侧分别由 23220 调心轴承支撑，内部为空心结构，通过内冷水堆辊

身温度进行冷却控制，如下图 3 所示。活套辊本体材质为德标 S355J2G3,对于国内牌号 Q345B。

图 3 活套辊结构示意图

Fig.3 Structure diagram of looper roller

2．活套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7 年以来，精轧活套辊频繁出现断裂故障，如下表 1 所示，先后发生 7 次活套辊断裂故障，均发生

在前部机架，其中 F1 发生 5次，F2 发生 2 次，造成设备故障停机时间超过 500 分钟，严重影响了生产的稳

定，活套辊频繁断裂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生产的重要因素。

1 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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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活套辊断裂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looper fracture

时间 故障形式 上机时间

2017/11/12 F1 活套辊辊颈断裂 7个月

2018/3/2 F1 活套辊辊颈断裂 4个月

2018/3/14 F2 活套辊辊颈断裂 6个月

2018/6/26 F1 活套辊辊颈断裂 4个月

2018/8/29 F1 活套辊辊颈断裂 2个月

2018/10/17 F1 活套辊辊颈断裂 2个月

2018/12/1 F2 活套辊辊颈断裂 6个月

活套辊断裂位置及形貌如下图 4 所示，活套辊断裂均发生在轴肩位置，且断裂形貌基本一致。

图 4 活套辊断裂部位示意图

Fig.4 Fracture diagram of looper roller

3．活套辊断裂原因分析

针对精轧机活套频繁断裂故障，首先从活套辊本体冷却、润滑、轴承、材质等方面进行检查分析。

3.1 冷却水分析

活套辊设计为内冷辊道，内部通有冷却水对辊道进行冷却，如果出现冷却失效问题，容易造成辊道过

热、轴承卡阻等问题，使得辊道异常受力，甚至出现断裂的情况。

针对活套辊频繁故障，对精轧区辊道冷却下发《精轧区域设备冷却水检查确认表》，每次换辊对冷却水

进行检查。从几次故障时活套冷却来看，冷却水流量充足，不存在辊道受热卡阻问题。

3.2 润滑分析

活套辊采用自动润滑系统供油，如果供油不足容易造成轴承卡阻，辊道异常受力问题，对辊道带来损

伤。

活套辊作为关键设备，除了自动定时润滑外，每班还需要对活套轴承进行手动润滑，并检查润滑状态，

并在周例修固化项目中安排了对活套轴承开盖检查轴承润滑状况的固化检修项目，按照 60 天的检查周期自

动排程。

从日常对于活套辊轴承润滑的检查来看，活套辊润滑充足，不存在润滑不足导致轴承卡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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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活套辊轴承润滑检查

Fig.5 checking bearing of looper roller

3.3 活套辊轴颈探伤

活套辊为多次修复重复使用备件，长期使用容易使辊道出现疲劳损坏，由于此活套断裂辊颈位于设备

内部，外层安装有轴承间隔套，日常点检无法对辊颈位置进行相关检查，为了对辊颈疲劳状态进行检测，

要求辊道修复厂家在辊道解体时对辊颈位置进行探伤，并出具探伤报告。

从辊道修复探伤报告来看，辊道无明细异常缺陷。

图 6 活套辊探伤报告

Fig.6 Flaw detect report of looper roller

活套辊出现断裂故障后，对活套辊材质进行了化验。如下图 7所示，活套辊德标材质为 S355J2G3,对于

国内牌号 Q345B，屈服强度 345MPa,成分要求 C<0.20,Si<0.55,Mn<1.60,从材质分析结果看，材质成分符合

要求。

活套辊开盖检查

轴承润滑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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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活套辊材质报告

Fig.7 Material report of looper roller

3.5 活套辊受力分析

2017 年 10 月份，由于工艺调整，将带钢张力进行了上调，带钢张力值由原来的 10MPa 提升至 18Mpa，

活套辊本体受力也急剧增加，因此活套辊受力进行重新分析
[4]
。

活套辊主要作用为平衡机架间带钢张力，其受力于带钢张力密切相关。如下图所 8 示，在带钢张力 T

的作用下转化为对活套辊辊身的竖直压力 W。

图 8 带钢张力转化示意图

Fig.8 Structure diagram of strip tension

在忽略带钢重力及与活套辊摩擦力的前提下，带钢张力对于活套辊辊身的压力可以简化为：

W=T*tanα+T*tanβ 式 1

其中： T 为带钢设定张力，N/mm
2

W 为辊身承受压力，N

α为带钢与水平夹角，度。

β为带钢与水平夹角，度。

通过设备结构尺寸及相应三角函数变化，可以计算不同宽度带钢在特定张力设定下对活套辊的实际压力。

表 2 活套受力数据表

Table 2 The force table of looper

项目 带钢张力 活套角度 带钢宽度 带钢厚度 活套承受压力

F1 17.5 22 1750 24.5 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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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验证活套辊辊身强度，通过有限元仿真软件对辊身强度进行了校核计算，如下图 9 所示。

图 9 活套受力加载示意图

Fig.9 Force diagram of looper roller

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带钢张力调整前活套辊辊颈最大应力达到 365.21MPa,如下图 10 所示，超出活套

材质的屈服极限 345MPa，并且不排除带载瞬间出现带钢张力超出材料屈服极限的情况。应力最大位置发生

在活套辊辊颈过渡区，和现场断裂位置吻合。考虑到计算忽略了带钢重力及摩擦，同时考虑带钢冲击作用，

实际活套承受载荷还可能更大。

图 10 活套辊应力计算结果

Fig.10 Result of calculation

综合以上分析， 2017 年 10 月工艺对带钢张力进行了增加，各机架活套承受压力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其中 F1 承受弯矩最大，存在应力超出屈服极限的情况发生，导致辊颈出现一定程度的损伤缺陷，而由于有

挡水板和密封套遮挡，辊颈缺陷未能及时发现，导致辊颈缺陷逐渐扩大，最终造成断裂。

4．活套辊设备强度改进

针对活套辊频繁断裂，考虑到活套辊原材质的屈服强度及抗拉强度较低，计划对活套辊材质进行变更，

将轴头材质由 Q345B 改为超高强度材质 42CrMo，将材料屈服强度提升到 900MPa,提升材料力学性能,同时对

活套轴头水孔直径减少，由 45mm 减为 40mm，提升结构性能。目前已经对新材质活套辊申请物料编码，并对

图纸进行改进，如下图 11 所示。

辊颈处一侧进行简支约束，另一侧进行

圆柱形约束

辊身施加带钢

压力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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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活套辊改造结构图

Fig.11 Structure diagram of looper roller improvement

5．设备改造效果验证

2019 年 1 月，经过加强改进后的活套辊在 F1 轧机安装使用，至今上机使用 12 个月，未出现同类问题，

通过设备解体检查及探伤，设备结构无明细损伤。

6．结论

随着热轧产线产品品质的不断拓展、工艺条件的不断变化，对设备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工艺

条件的持续变化，产线设备也需要不断升级改造，利用理论分析结合现场实际对于原设计的设备进行强度

校核，对设备薄弱环节进行改造升级，以满足产线设备长期稳定运行的要求，为产品升级、品种拓展奠定

坚实的设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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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连轧机精轧入口导卫精度提升改进

吴长杰 张会明 东占萃 王艺霖 李会生 王骏超

（北京首钢股份公司热轧作业部 河北 迁安 064406）

摘要：入口导卫是现代热连轧机精轧机组最常用的对中设备，其主要作用是保证带钢顺利进入轧机，防

止带钢跑偏，其对中精度对于最终产品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设计结构原因及带钢跑偏撞击等因

素的影响，入口导卫经常出现液压缸连接磨损、导卫衬板磨损等问题，导致导卫对中精度超标，无法满足

轧制工艺要求。本文主要从设备结构改造方面提高入口导卫的对中精度。

关键词：热连轧机；精轧；导卫；精度

IMPROVE OF ENTRY GUIDE for ENHANCING ACCURACY OF FINISHING MILL

WU chang-jie LI jie-ming DONG zhan-cui SUN bing ZHOU guang-cheng LI wen-hui

(Beijing Shougang Co., Ltd. Qian’an 064406’ Hebei’ China)

ABSTRACT: Entry guid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quipment of finish mill in modern hot

strip mill. It is used to guide the strip in and out the mill and prevent strip deviation.

Its accuracy is important to the production quality. Because of the design structure

and strip deviation, it often happens that connection worn and liner worn，so the

accuracy is not up to the standar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at it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through transformation of equipment structure.

KEY WORDS: Hot rolling mill; Finishing mill; Entry guide ; Accuracy

前言

精轧入口导卫是现代热连轧机精轧机组最常用的对中设备，其主要作用是使带钢对准轧制中心线，保

证带钢顺利进入轧机，防止带钢跑偏，其对中精度对于最终产品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设计结构

原因及带钢跑偏撞击等因素的影响，入口导卫频繁出现液压缸连接磨损、导卫衬板磨损等问题，导致导卫

对中精度超标，无法满足轧制工艺要求，因此分析入口导卫设备结构，研究设备磨损及改进方案，提升其

对中精度及工作可靠性对于热轧产品质量提升有重要意义
[1]
。

1．精轧机入口导卫设备结构及功能介绍

入口导卫热连轧机精轧机组重要的设备结构，设置在精轧机组每个机架入口，如图 1 所示，主要功能

是保证带钢对中, 顺利地进入下一架轧机,导板具有宽度调整功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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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轧机 2-入口导卫

图 1 入口导卫布置图

Fig.1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entrance guides

入口导卫设备有入口侧导板、开闭驱动缸、横移驱动缸、标高调整结构及导卫架体组成，内部装有耐

磨板的导卫本体装在导卫框架上。入口导卫具有高度调节、宽度调节及拉入拉出功能。高度调节是由安装

在导卫架体底部的液压马达驱动偏心轴带动两边的托梁实现入口导板的升降功能，使得导卫标高可以随着

不同的轧制标高自动调节；宽度调节是由安装在入口侧导板底部的两个液压缸驱动实现开闭功能，可以根

据不同带钢的宽度自动设定；拉入拉出功能是由液压缸驱动完成，可以实现自动换辊功能。如下图 2，图 3

所示。

图 2 入口导卫结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arrangement diagram of entry guide

2．入口导卫对中精度影响因素分析

入口导卫开闭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功能，主要用于实现带钢的顺利导入，防止带钢跑偏，将带钢限定在

可控范围内，降低带钢甩尾失控风险。因此，入口导卫开口精度及对中精度对带钢的顺利轧制其中重要的

作用。

入口导卫对中精度是指导卫开口度设定与实际位置的偏差。开口度设定是由二级自动化根据带钢宽度

加一定的偏移量设置，而开口度位置检测是由安装在开闭驱动液压缸上的位移传感器检查完成，如下图 3

所示。为了验证导卫开口度及对中精度，利用检修时间对导卫开口度进行实际测量，通过与位移传感器检

测值对比，用以对导卫精度进行校验。

在实际轧制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带钢不可避免出现跑偏现象，带钢与入口侧导板出现滑动摩擦

甚至撞击的情况，导致导卫衬板磨损，液压缸驱动连接间隙过大等问题，进而使得导卫开口度偏差过大，

进一步加剧了带钢的跑偏，形成恶性循环。根据入口导卫设备结构及运行工况，对影响入口导卫精度的因

素进行分析。

1）液压缸连接强度低，抗冲击能力不足

由于入口导卫要随着不同的带钢宽度自动开闭，在使用过程中动作频繁，且铰接部位无润滑油路，液

压缸中铰连接销轴及缸头连接销轴频繁出现磨损超标、间隙过大的问题，甚至出现中铰断裂故障，直接导

致导卫精度降低甚至功能丧失。

1

3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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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液压缸中铰连接 2-位移传感器 3-缸头连接 4-导卫衬板 5板坯

图 3 入口导卫结构图

Fig.3 Schematic arrangement diagram of entry guide

2）导卫衬板磨损严重

由于带钢不可预料的跑偏，导致带钢与导卫衬板出现严重的干滑动摩擦
[2]
，摩擦表面间无任何润滑剂或保护

膜的纯固体接触的摩擦形式,导致导卫衬板磨损严重，进一步降低了导卫对中精度。

图 4 导卫衬板磨损照片

Fig.4 Photo of the liner on guide

3）位移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合适

入口导卫开口度检测位移传感器安装在导卫开闭驱动液压缸上，如图下图 5 所示，入口导卫实际与带

钢接触位置与检测位置有多处铰接连接，由于导卫连接结构受冲击造成的磨损腐蚀等问题，导致液压缸输

出位移与导卫本体实际移动位移存在偏差，而位移传感器安装在液压缸上，无法检测导卫本体的实际位置，

导致检测数据与实际位置存在偏差。而为了保证设备精度，需要频繁更换驱动液压缸及连接销轴，此驱动

液压缸位移导卫内部，空间相对狭小，单侧液压缸更换至少需要 8 个小时，备件费用及人工成本较大，且

难以保证设备精度稳定。

图 5 导卫位置偏差原因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of position devination

3．导卫设备改造

针对精轧机组入口导卫开口精度超标原因分析，结合现场设备结构进行了相应的设备改造优化。

1）入口导卫驱动液压缸润滑改造

入口导卫液压缸由于相对摆动角度较小，原设计中未对耳轴及缸头连接设计润滑油路，但在实际使用

中发现，由于冲击较大且频繁，液压缸耳轴及缸头连接磨损较大，试验研究表明，润滑油膜对于设备结构

磨损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3]
，通过对液压缸耳轴及销轴连接增加干油润滑结构，如下图 6 所示，可以有效防止

连接部位的过度磨损，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降低了由于磨损过大导致的精度降低。

导卫实际使用位置

检测控制传感器

铰接间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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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液压缸铰接结构图

Fig.6 Structure of hydraulic cylinder hinge

2）导卫衬板增设导轮结构

在实际轧制过程中，由于带钢跑偏、镰刀弯等原因，带钢不可避免的与导卫发生摩擦甚至撞击，且带

钢与导卫衬板为滑动摩擦，摩擦力较大，一方面造成带钢边部质量缺陷，另一方面造成导卫衬板磨损严重，

进一步降低了导卫开口精度。

根据摩擦理论
[4]
，滚动摩擦比滑动摩擦在摩擦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5]
,通过在入口导卫衬板增加转动导

轮结构，如下图 7 所示，将带钢与导卫间的滑动磨损变为辊道摩擦，既提高了带钢边部质量，同时又降低

了导卫衬板的磨损。

图 7 导轮安装图

Fig.7 Installation view of guide wheel

3）入口导卫位置检测优化改造

由于设计原因，入口导卫实际开口度与检测值存在一定的误差，且由于驱动液压缸连接部位磨损进一

步加剧了检测值与实际位置的偏差。通过在入口导卫本体上增加辅助检测位置传感器，如下图 8 所示，对

入口导卫实际开口度进行检测，辅助检测装置采用报废的液压缸为载体，虽然辅助检测装置仍然存在两个

铰接部位，但由于此辅助位置为被动动作部件，负载较小，相关部件的冲击磨损较小，进一步提升了检测

值的可靠性，且由于位置原因更换更加快捷方便，节省了人力成本及劳动强度。

图 8 辅助检测安装图

Fig.8 Installation view of auxiliary detection

4．设备改造效果验证

通过对驱动液压缸铰接部位增加润滑、衬板导向部位增设导轮结构、增加辅助检测装置等一系列措施，

入口导卫对中精度有了大幅提升，取得了明显的改善效果。

润滑油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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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入口导卫对中精度验证方法

为了对入口导卫对中精度进行验证，设备改造前后每周对精轧入口导卫开口精度进行测量记录如下表 1

所示。通过对导卫设置不同的开口度，分别测量操作侧和传动侧的实际位置，并与设定检测值进行对比来

对导卫精度进行评价。

表 1 导卫精度测量记录表

Table 1 Record table of guide accuracy

注：DS-操作侧 OS-传动侧

日期
位

置

设

定

实

际

设

定

实

际

设

定

实

际

设

定

实

际

设

定

实

际

设

定

实

际

设

定

实

际

平均偏

差

2015/

3

DS 778 789 670 679 577 589 482 489 594 599 679 689 775 787 9.43

OS 787 797 664 675 568 577 469 479 594 604 674 683 783 793 9.86

2015/

11

DS 786 783 672 670 589 583 482 478 567 563 690 689 789 783 3.71

OS 784 790 673 677 589 590 482 486 566 570 692 695 787 790 3.57

4.2 设备改造前后导卫精度测量对比

为了对导卫改进效果进行跟踪，特对前后导卫测量数据进行了对比，从 2015 年 3 月份开始对精轧区域

入口导卫进行陆续改造实施，根据实际测量数据跟踪显示，如下图 9 所示，导卫对中精度得到持续提高，

设定与实际偏差得到了持续降低。

图 9 导卫精度趋势图

Fig.9 trend graph of entry guide

5．结论

精轧入口导卫作为热轧带钢进入轧机的重要导向设备，对带钢跑偏控制、镰刀弯控制等具有重要意义，

从对影响入口导卫对中精度的因素分析入手，通过设备结构改造升级，有效降低了设备磨损对导卫精度的

影响，为热轧产品质量提升奠定了设备基础，对于板带轧机入口导卫设计及使用维护改造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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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股份 2#TRT 动静碰磨故障诊断

陈亚军 李 泉
（1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能源部，2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部，河北迁安，064404）

摘 要: 首钢股份 2#TRT 透平机，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透平排气侧 VT202 测点一直存在振动异常、振值频繁大幅

波动的故障现象。在对传感器和延伸电缆接插件的接触情况多次排查并对信号传输电缆、传感器全部进行了更换无果后，我

们通过两次诊断分析及处理，确定机组发生了动静碰磨故障。通过对机组轴瓦进行刮研、调整轴瓦间隙、更换发生轴弯曲的

透平机转子等措施，彻底消除了该碰磨故障，对冶金企业同类大型旋转机械的故障分析也起到了借鉴作用。

关键词: TRT；振动；故障；措施

中图分类号：TF307,TQ051.21 文献标志码：A

1 引言

首钢股份 2#压差发电机组，其透平机为轴流反动式，级数为二级，额定转速 3000r/min，临界转速

1850r/min，进口压力 0.196MPa，出口压力 11kPa，结构形式为二级双支撑式，主体由定子、转子、底座等

组成。透平与发电机用刚性联轴器直联。机组利用炼铁 2#高炉（2650m
3
）产生的煤气余热、余压，通过透

平（2#TRT）膨胀做功带动发电机发电，不消耗煤气也不降低煤气品质，是公司二高炉配套的煤气余能发电

装置。

2#压差发电机组主要结构及测点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2#压差发电机组主要结构及测点分布示意图

2 故障现象描述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时间段，2#压差现场 DCS 监控显示透平排气侧 202A、202B 一直出现测点振

动异常现象，两个测点振值在 15um—80um 之间频繁大幅波动并报警，存在安全隐患。由于起始期间无相应

分析手段，诊断小组采用多次离线监测分析均未发现问题，尔后又把怀疑重点放在自动化系统上，通过对

信号电缆接线端子松动情况，传感器和延伸电缆接插件的接触情况多次排查未发现问题后，又对信号传输

电缆、传感器全部进行了更换，依然无果，只能继续带病运行。

3 第一次诊断分析及处理

3.1 故障分析

① 2018 年 1 月 18 日 IMO 系统在 2#TRT 投用后，通过通频振动趋势图（见图 2）显示，202A、202B

测点振动在 15um—107um 之间大幅波动，接近报警值，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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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A、202B 测点通频振动趋势图

② 1月 18 日-2 月 5日，一倍频振动趋势（见图 3）显示，透平排气侧 202A、202B 测点振动与相位同

步大幅波动，202B 测点相位波动更明显。说明有动静碰磨的可能。

图 3 202A、202B 测点一倍频振动趋势图

③ 透平机进气侧和排气侧轴心轨迹图（见图 4、图 5）所示：轴心轨迹呈明显呈反进动现象。

图 4 透平机进气侧 201 瓦位轴心轨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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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透平机排气侧 202 瓦位测点轴心轨迹图

④ 透平机进气侧和排气侧轴心位置图（见图 6、图 7 所示）：透平机轴心位置变化范围较大，转子稳定性

较差，轴心一直在轴瓦中上下及左右变化。

图 6 透平机进气侧 201 瓦位测点轴心位置图

图 7 透平机排气侧 202 瓦位测点轴心位置图

3.2 故障诊断及措施

诊断结论：综合以上分析，2#TRT 透平机进气侧与排气侧存在严重的动静碰磨。

故障可能原因：轴与轴瓦配合间隙存在问题；轴瓦表面存在缺陷；润滑油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利用二高炉检修机会，对机组润滑油指标重新化验分析；对透平机揭瓦检查。重点复核轴

瓦配合间隙，检查轴瓦表面碰磨情况及轴瓦缺陷。

3.3 整改处理情况及效果

2018 年 2 月 6日，利用二高炉检修机会对机组润滑油重新取样送检，经过理化分析润滑油指标在合格

范围内，可排除润滑油存在问题因素；停机对 2#TRT 透平排气侧轴瓦进行了揭盖检查。图 8 可以看出 202

上瓦有明显的剐蹭痕迹，复核瓦顶间隙为 0.29mm 道偏下限。

图 8 检修拆下的排气侧 202 轴承上瓦剐蹭情况

轴瓦间隙处理：对上瓦剐蹭处进行刮研处理，瓦顶间隙由原来的 0.29mm 增加至 0.34mm，瓦盖紧力控制

在 5 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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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效果：检修结束 2 月 6 日起机，图 9 可以看出，测点 202A、202B 在轴瓦刮研后振动值均稳定在

20um 左右，通频振值较处理前有大幅下降。

图 9 轴瓦刮研整改前后排气侧 202 轴承振动情况对比

4 第二次诊断分析及处理

4.1 故障分析

① 如图 10 所示，2#压差发电机组测点 VT202A、VT202B 自 2018 年 3 月 12 日起，振动趋势又有增大的趋势。

机组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开机至 7 月 30 日停机检修，如图 11 所示，通频振动出现了很多毛刺，透平机继续

出现振动波动现象，测点 VT202B 最高振动超过 90um，测点 VT202A 最高振动超过 80um，频谱能量及波动以

1X 为主。

图 10 透平机 2月 6日-5 月 8日 202 测点通频振动趋势图

图 11 透平机 5月 9日-7 月 30 日 VT202 测点通频振动趋势图

② 透平机一倍频振动趋势如图 12 所示，透平机一倍频振动和相位同步波动，如图 13、图 14 所示，轴心轨

迹出现明显反进动，说明透平机转子和密封、轴承之间仍然存在碰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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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透平机 VT202 测点 1X 频振动趋势图

图 13 透平机排气侧轴心轨迹图

图 14 透平机进气侧轴心轨迹图

③ 如图 15 所示，波形频谱图中不难看出，透平机过临界时振动偏高，说明在转子在过临界转速下平衡较

差，透平机转子存在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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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透平机过临界转速下波形频谱图

④ 从图 16、图 17 所示，透平机起停机伯德图数值差别较大，说明转子存在轴弯曲故障。

图 16 2018.5.8 透平机排气侧停机伯德图

图 17 2018.5.9 透平机排气侧启机伯德图

4.2 故障诊断及措施

在第一次透平机轴瓦间隙处理后，碰磨问题继续出现，说明透平机转子轴弯曲故障是导致碰磨问题的

主因。对于转子平衡状态不好，存在较大的动挠度
[1]
，当不平衡和动静碰磨同时存在时，应首先更换新转子

或重新做动平衡，平衡状况改善后，转子激振力减小，有利于消除碰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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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结合 8 月 1 日停机检修间隙，对产生塑性弯曲变形的透平机转子进行了更换。

4.3 整改效果

2#压差发电机组 2018 年 9 月 18 日凌晨顺利启机，从开机后运行情况看：如图 18 所示，透平机轴心轨

迹呈正进动；如图 19 所示，检修后轴心位置趋于稳定，彻底消除了碰磨故障。

图 18 透平机排气侧轴心轨迹图

图 19 透平机更换转子前、后轴心位置图

5 结论

碰磨是转子产生非常复杂的振动，对其现场诊断有一定难度。轻者使得机组出现强烈振动，严重的可

以造成转轴永久性弯曲，甚至整个轴系毁坏。另外由于碰磨需要开缸处理，对大型机组来说工作量较大，

要求碰磨的诊断应该有高准确性
[2]

。因此，碰摩的准确分析诊断无疑会有效地提高机组运行的安全性和经

济性，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同时，首钢股份公司 2#TRT 透平机的碰磨故障诊断对冶金企业同类大型旋转机

械的故障分析也起到了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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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股份高炉炉前出铁设备常见故障及改进方案的应用实践

邓振月 陈文彬 王仲民 张志宽 张华 薛理政 康大鹏 冯伟 陈刚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作业部 ，河北省迁安市，邮编：064400）

摘 要：本文重点阐述了高炉炉前液压开口机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特点，分析了使用中出现的典型故障，如开口机凿岩机自动

打击、回转机械限位断裂、链条断裂、油管烧损、吊架焊缝开裂、凿岩机供风接头断裂等故障。这些故障虽然不直接影响生

产，但对维修来说成为了炉前维护量最大的工作，通过深入分析以上故障的原因，结合炉前工况环境进行防护和改进。不但

减少了职工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降低了设备故障，节约了维护成本，为高炉顺稳经济运行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炉前液压开口机；工作原理；故障分析；设备改进方案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首钢股份 1#、2#高炉容积为 2650 m3 ，每座高炉炉前共有三个出铁口，每个出铁口都设置了炉前

液压开口机和泥炮。开口机是高炉开铁口的专用设备。主要作用是当高炉需要出铁时，开口机转至工作位

置将铁口钻开，使高炉顺利出铁。高炉炉前液压开口机是炼铁作业部 A 类设备，设备出现故障后容易造成

高炉憋风或者停风等重大事故。炉前液压开口机采用液压传动，手动控制，具有高频率冲击钻铁口，快速

回转等功能，满足了高炉出铁工艺要求，但炉前液压开口机长期处于高温辐射和粉尘等恶劣工况下作业，

经常发生开口机凿岩机自动打击、回转机械限位断裂、链条断裂、油管烧损、吊架焊缝开裂、凿岩机供风

接头断裂等故障，本文分析了这些故障的原因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办法，不但减少了职工的劳动强度，而

且降低了设备的突发故障，为高炉正常出铁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炉前液压开口机的技术参数和工作原理

2.1、结构组成和技术参数

1、2#高炉炉前液压开口机设备动力部分采用液压传动，其主要由执行机构、液压站、炉前操作室组成。

开口机执行机构由回转机构和钻进机构两部分组成。其中回转机构主要包括回转油缸、转臂、底座及机上

配管等组成；钻进机构主要由大梁、小车、凿岩机、油马达、链条、链轮、三路铰、四路铰及机上配管等

组成。炉前操作室位于出铁场平台，主要由液压阀台、各类液压阀、压力表、液压油管等组成，是炉前开

口机各部动作执行的控制单元。液压站位于零米，是开口机的动力单元，主要由电机、液压泵、油箱、各

类液压阀、换热器、加热器、过滤器、液压油管等组成。

表1 炉前开口机性能参数表

开口机性能表

回转角度 0°-110°

回转时间 5s(退）-10s（进）

钻头压紧力 <19000N

钻杆钻进速度 <9m/min

钻杆退回速度 30-50m/min

钻杆工作角度 4°-18°

最大钻孔深度 3600mm

凿岩机行程 3900mm

2.2、工作原理

高炉出铁时，由炉前操作人员在操作室内启动液压泵，操作手动液控换向阀换向使回转油缸推动转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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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非工作位置转至工作位置，使开口机回转大臂与机械限位固定；打开氮气阀门，操作送进手动液控换向

阀换向使液压马达动作，并通过链条驱动小车和凿岩机前行，同时操作打击和转圈手动液控换向阀换向使

凿岩机同时产生旋转和冲击运动；继续操作送进换向阀，推动凿岩机进行钻孔；在即将钻通出铁口时，迅

速反向操作送进换向阀，将钻头快速退回；操作回转油缸换向阀推动转臂由工作位置转至非工作位置；关

闭氮气阀门；关闭液压泵。开口机每天平均使用约12次，每次平均使用约15分钟。

图 1 开口机液压原理图

3 常见故障分析及改进方案

3.1、凿岩机自动打击故障及改进方案

2018 年 8 月 20 日早上 8：00 生产工开启二炉东场主泵并操作沟盖机手动先导阀作业时，开口机在无

人操作的情况下，凿岩机自动发生打击动作。

2019 年 2 月 1日，一炉北场泥炮在使用过程中转炮慢，试车时泥炮回转到炉门口往回拉炮突然没有动

作，但此时开口机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自动发生打击动作。

图 2 打击控制回路

通过故障案例，对该液压系统进行研究， 如图 2 所示，打击换向阀是二位换向阀，手动先导阀处于

中位时 O 口与 X 口相通，当回油管路串油压力足够推动打击换向阀阀芯时，将会产生自动打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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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改进后的控制回路

设备改进方案：如图 3 所示，在开口机打击控制油回油支管上增加一个单向阀，使控制油回油支管只

能向控制油回油总管流油，而油液不能反向流通，这样即使串油到回油总管内也不会串到打击换向阀内，

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动打击故障的发生。通过查手动液控换向阀资料，打击换向阀最小先导压力为 4bar,只要

单向阀的开启压力低于 4bar,操作完换向阀后阀芯就能在弹簧力的作用下通过单向阀泄压回到中位，查单向

阀的资料：最终选择 S型管式单向阀型号为：S8A1.0/；该单向阀能满足工作要求，加装后未出现同类设备

故障。

3.2、开口机回转机械限位断裂故障及改进方案

开口机出铁过程中，回转臂必须要处于机械限位处，这样才能对正炉门，由于长期出铁开口机回转臂

撞击机械限位，经常出现限位断裂故障，此时开口机无法对正炉门，直接影响开口机的正常工作。

设备改进方案：用气割在开口机底座上挖出凹槽，将挡铁镶嵌在凹槽内，与底座母体满焊连接，并增

加了立筋，提高了强度 。改进后故障率明显的降低了，延长了使用周期，降低了维护人员的劳动强度，确

保了高炉顺稳生产,1 月份改进以来，至 6 月份由原来的每班出现 1-2 次故障，至每个出铁周期不发生限位

断裂故障。

图 4 改进前后的机械限位

3.3、链条断裂故障及改进方案

开口机链子长期处于高温区域，且经常喷溅铁渣，导致链节烧损，链条老化，出现死弯，使用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链条断裂故障，出铁口温度很高，故障处理较为困难。

设备改进方案：在开口机链条上部增加可拆卸盖板，防止铁水喷溅，改进后，开口机链条起到了良好

的防护，解决了该类设备故障。

图 5 改进前后的链条

3.4、开口机油管烧损故障及改进方案

922922



出铁过程中，液压油管的工作环境极度恶劣，在主铁沟上高约半米距离，温度很高，虽然维护人员在

油管上包裹了石棉布，但是一次出铁、打水降温就可以造成大部分石棉布脱落，油管上残留的石棉布也会

窜动到一起，无法再起到保护油管的作用。如此，造成油管经常烧损，更换油管增加了设备的维护费用，

同时影响了设备的稳定运行。

设备改进方案：通过提供一种全新的开口机凿岩机油管运行方式，此装置可以在现有的空间环境下运

行，避免了大的设备改造。该开口机油管运行装置由原来的四连杆传动改变成为链传动，运行方式更加稳

定，同时凿岩机油管由原来在开口机大梁侧面运行变成了在开口机大梁上面运行，通过前面护罩对铁渣隔

档，避免了铁渣喷溅。

图 6 开口机凿岩机油管运行装置单件图

本开口机凿岩机油管运行装置包括（图6）1-主动链轮、2-传动链轮、3-卷轮、4-小车油路块、5-从动

链轮、6-油路块、7-丝杠导轨、8-高压油管。（一）小车行走速度是油管卷轮装置的二倍。1-主动链轮、

2-传动链轮、5-从动链轮均采用节距为19.05mm链轮齿数为17个、分度圆为103.67mm、链轮宽度11mm、齿轮

轴径30mm、的标准齿轮，链子采用链号为12A的标准链子，主动齿轮采用6条M8的高强螺钉与开口机行走马

达链轮组装在一起，由于开口机行走马达链轮分度圆直径207.35mm，与小链轮的传动比实现了2:1，即能满

足小车行走速度是（3-卷轮）的2倍。（二）油管卷轮装置可以在开口机大梁上实现直线运动。卷轮直径为

300mm，底部设计有滑道可以沿着直径24mm、有效长度2400mm的两根（7-丝杠导轨）做直线运动，由于小车

的行程为3900mm，油管卷轮装置的有效行程为2100mm可以满足作业要求。（三）过载保护。油管卷轮装置

上设计有钢丝绳滑轮装置，该装置主要用于过载保护，钢丝绳长度略短于油管的长度，防止其过载时对油

管带来的损坏。

图 7 改进前后的油管运行装置

3.5、开口机吊架焊缝开裂故障及改进方案

1#、2#高炉炉前开口机凿岩机在使用过程中，凿岩机吊件与凿岩机小车焊接处经常出现开裂现象，容

易造成凿岩机振打杆越程，出现无打击故障，出现凿岩机打击越程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吊件结构不合理开裂

后，吊架与凿岩机之间间隙增大，凿岩机主阀芯行程加长，造成振打杆越程。

设备改进方案：通过对故障产生原因和现场设备情况的了解，与备件厂家商定将原吊件与凿岩机小车

的接触面加大、加大吊架的厚度1/3、将易断裂的吊架下部设计为方形的代替原来的复杂结构，并焊接加强

筋板，增加结构的支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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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改进前后的吊架

3.6、凿岩机供风接头断裂故障及改进方案

凿岩机供风接头在使用中由于开口机打击频繁大，接头焊接部位经常出现开裂现象，造成风量不足，

出铁时炉内压力大铁渣容易反灌到供风内，造成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而且反复焊接无法保证质量。

设备改进方案：与厂家联系在供风机头上加工螺纹，制作机头与氮气管连接短节，将一头设计为M22*1.5

长12mm，另外一头设计为M27*1.5长14mm，短节中间设计为30的呆扳手可拆装，从而使接头短节能拧进机头

上，不用焊接，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也避免了焊接的工作时间,同时减少了维护人员的劳动强度，节省了作业

时间，减少了作业流程，保证了高炉顺稳生产。

图 9 改进前后的供风接头

3.7 凿岩机供风系统螺栓易松动故障及改进方案

炉前凿岩机原装的供风螺栓选择为标准螺栓联接，拧进螺栓的扣距少，再加上凿岩机冲击载荷F’=

（0.6-1.0）F的作用力下螺栓与方母的预紧力明显不够，出铁时，该螺栓经常出现松动，需要再次紧固，

如果该螺栓紧固不及时，容易造成凿岩机打击动作时机头供风螺栓脱落，机头掉进铁沟里，影响出铁。

设备改进方案：供风螺栓方母选择B级加厚螺母，螺栓加长至130mm。将供风螺栓处加装一个销子孔并

且安装止退销子。在供风螺栓松动时防止螺栓脱落。待出铁后能够及时紧固。改进后，有效的降低了故障

发生率，保证了正常生产秩序。3月份改进以来，至5月份由每次出铁必须紧固一次，降低为一个出铁周期

不发生螺栓松动故障。

图 10 改进前后的供风螺栓

3.8、凿岩机定位螺栓易脱落故障及改进方案

凿岩机板凳定位螺栓的主要作用就是固定凿岩机，在出铁时，凿岩机打击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力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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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凿岩机板凳上，由于频繁震动，定位螺栓经常出现松动脱落现象。而且螺栓松动后再使用凿岩机会

对板凳上的栽丝造成损坏，板凳栽丝损坏后定位螺栓无法紧固和定位凿岩机，容易造成凿岩机的脱落，给

炉前出铁造成了严重影响。

设备改进方案：通过深入分析机械防松原理，根据两条定位螺栓实际尺寸制作了联动防松装置，形成

了互锁。使用改进后的定位螺栓，螺栓防松操作比较简单，减少了故障隐患，保证了正常出铁。改进以来，

由每次出铁必须紧固一次，降低为每月松动不超过3次。

图 11 改进前后的定位螺栓

4 开口机维护要点

开口机的日常维护工作主要包括润滑、紧固和清扫。各转动部位润滑加油、各部位螺栓紧固、胶管包

裹防火套、轨道、链条清理粘渣、液压油定期检查化验等。为了防止开口机出铁时铁渣或热辐射对胶管造

成烧损、老化现象，要求班组对开口机各部胶管及时包裹防火套，缺损的及时补齐。为防止小车在行进过

程中小车轮卡死或链条卡死。要求四班维护人员定期检查各在线出铁场开口机小车轨道、链轮是否粘渣，

并及时清理。为防止液压油长期使用中受到污染，造成清洁度不够（NAS6级）或者液压油出现乳化等现象。

需要定期对液压油进行检查化验。每周一次抽取液压油样品，将样品定期送至质检站。通过加强设备检查，

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避免了重大设备事故发生，保证了炉前设备顺稳。

结论

高炉炉前液压开口机由于受铁水高温辐射、出铁时铁渣喷溅、高粉尘等恶劣环境的影响，设备问题频

繁发生，通过班组对日常设备问题的统计，对经常性故障深入分析，用防护或改进的方式减少了设备故障，

另一方面，针对炉前设备，班组在预防检查方面投入了力量，将设备隐患处理于萌芽中，在设备故障大大

降低的同时也降低了职工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为高炉炉前设备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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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型高炉压力管道法兰盘泄漏故障在线处理方法应用研究

Application of On-line Treatment Method for Flange Leakage Fault Blast Furnace

Pressure Pipeline

陈文彬、邓振月、王仲民、刘玉平、陈景智、曲海、冯伟、薛理政、康大鹏

Dengzhenyue、chenwenbin、wangzhongmin、liuyuping、chenjingzhi、quhai、fengwei、

xuelizheng、kangda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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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课题重点阐述了一种可以在线带压快速处理介质管道法兰盘连接部位泄漏的方法。此方法适用于压力在 0.8MPa

以下各种规格的气体管路法兰盘。本方法的应用实现了不停介质,带压修复管路泄露的目标，减少对生产影响。通过带压处理

法兰盘漏点方法的实施，有效的在不停机情况下处理了管路泄露故障，对确保炼铁作业部各工艺系统设备持续稳定运行，高

炉持续稳产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method which can deal with the leakage of flange

connection part of medium pipeline quickly with pressure on line. he method is suitable

for various specifications of gas pipeline flange with pressure below 0.8 MPa.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has achieved the goal of non-stop medium with pressure to

repair pipeline leakage and reduce the impact on product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akage point method of the flange with pressure treatment, the

pipeline leakage fault is effectively handled without stopping,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sure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each process system

equipment in the ironmaking operation department and the continuous steady production

of blast furnace.

关键词：高炉；气体管道；漏风点；压力

Keywords: blast furnace; gas pipeline; air leakage point; pressure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高炉各类气体管道附属阀门、人孔较多，法兰盘连接部位经常因密封原因出现漏风现象，气体管道法兰

盘带压堵漏一直是设备维护领用一项技术难题，以往多是在设备停止运行，管路泄压之后重新更换密封处

理。在炼铁高炉主体系统中几乎所有气体质管路系统均为单系统，设备停止运行，管路泄压、减压便意味

着高炉停产、减产。因为高炉生产的连续性，短时间停风、减风都将对炉况造成巨大影响，影响高炉持续、

稳定运行。此方法直接影响到高炉整体运行情况，造成高炉减产，显然不适用于高炉系统管路设备的修复。

目前国内同行业尚无针对此技术的系统描述，一般同行业采取泄压更换密封垫，或使用密封胶等填充物

带压堵漏，由于受高温和压力的影响，处理方法不是很有效果。只能做为临时的处理措施，不能彻底处理

隐患。不能够为高炉正常生产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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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决方案

高炉热风系统，送风系统、粗煤气系统、炉顶装料系统包含压力在 0.8MPa 以下等各种规格的气体管路。

各种气体管路经常因腐蚀、气流冲刷、密封失效等而在法兰盘连接部位产生泄漏的突发事故，停用介质处

理会造成高炉减风、停风等事故。通过反复试验，针对漏点部位压力、流量采用捻石棉绳、铜线等方法，

进行封堵。从而实现不停介质带压修复管路泄露的目标，减少对生产影响。（图 1）

图 1法兰盘连接部位泄漏修复方法示意图

1-法兰盘漏风点位 2-扁铲 3-盐水石棉绳 4-软铜线

本方法可应用于各种带压力在 0.8MPa 以下，温度不超过 200℃的气体管路修复，具体实施步骤和要求如

下：

1、确定漏点实际位置、面积大小，以及何种气体，压力大小等。

2、清理漏点处法兰盘，以能直接露出漏点位置 1 为最佳。

3、根据漏风点位压力，漏风量制定处理方案。

压力低、漏风量小：

1）直接采用在法兰盘缝隙内捻压盐水石棉绳 3 的方法处理。

2）盐水石棉绳 3需要将内部棉芯抽出，重新编成一根细石棉绳，直径大于法兰盘缝隙。（盐水石棉绳 3

为在浓盐水中浸泡 3 天以上 1 个月以内的石棉绳）

3）使用小于法兰盘缝隙的扁铲 2和手锤将编好的石棉绳捻压至法兰盘根部漏风处 1，并砸实。反复捻压

至少三层石棉绳 3，尽量与法兰盘齐平。

4）如果法兰盘漏点位置 1 过长，超过多条螺栓，需要逐个拆除螺栓将石棉绳压 3 至根部填实后，安装

并紧固螺栓，螺栓只能每次拆一条，填实石棉绳 3 紧固螺栓后，才能拆除下一条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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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高、漏风量大：

1）在漏风量较大的情况下直接捻石棉绳 3容易吹出，起不到密封效果。应先使用细铜线 4（软金属）在

法兰盘漏风部位 1 进行捻压，使用扁铲 2 和手锤砸实，目的在于降低漏风量。

2）漏风量得到控制后再采用上述捻石棉绳 3 的方法处理。最终捻压的石棉绳 3 应高于法兰盘。

3）石棉绳 3 捻完后，为防止因压力高再次吹开，在法兰盘上焊接一块压板，压住石棉绳，防止再次吹

开。

4、漏风点位 1 处理后，再次紧固法兰盘螺栓，确保没有松动。

5、此方法仅做为临时应急处理方法，处理后应定期加强检查，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如有停风机会应重

新更换密封垫彻底处理。

结论

通过带压处理法兰盘漏点技术的实施，有效的处理了管路泄露故障，此项技术的应用，对确保炼铁作业

部各工艺系统设备持续稳定运行，高炉持续稳产具有重要意义。本气体管路法兰盘漏点带压修复技术属于

系统技术，可应用于其它各厂管路系统处理相似问题，可移植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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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通风技术在某矿山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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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需通风技术从井下风量“供需平衡”出发，在矿山通风系统设计和控制中，采用最

小的通风成本，最大限度地改善井下工作环境，保护作业人员的身心健康。本文以某铜矿山为

工程背景，从通风计划、通风设备、人员定位、风流监测和按需通风控制管理系统等方面对整

个矿山的按需通风系统进行介绍，并运用三维通风仿真软件 Ventsim Visual
TM
对全矿区域通风

方案进行模拟比较，且与矿井预热结合，分析其节能效果。与传统通风方案相比，按需通风技

术对于改善井下作业环境、降低风机能耗和通风及预热成本效果显著，具有很好的推广性。

关键词按需通风；通风成本；三维通风仿真模拟；矿井预热

1 概述

目前国内外矿山经过多年的开采，浅部资源逐步消耗殆尽，随着矿山开采强度的加大和开

采深度的增加，井下工作环境恶化，通风系统管理复杂，风量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愈加严重，通

风能耗成本急剧增加，通常占到整个矿井能耗的 30%~50％，甚至更高。如何保证深井矿山安

全高效生产、通风节能已成为矿山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7~9]

。

20 世纪末期，按需通风（Ventilation On Demand，VOD）概念逐步引入矿山通风系统设

计和控制中，其目的是用最小的通风成本、最大限度地保护井下工作环境和工人身心健康。早

在 1995 年，加拿大矿山就认为通风系统优化（MVO）是减少能源消耗、提高矿井空气质量、改

善作业环境的有效途径，而 VOD 是实现通风系统优化目标的关键一步；1998 年以来，VOD 技术

已在挪威、瑞士等欧洲国家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和火车隧道；2002 年，INCO 公司的加拿大

Creghton 矿山，采用按需通风技术，实现了矿山 13 台主扇、200 台辅扇的智能控制；瑞典波

利登矿产公司(Boliden Mineral AB)在 Laiswall 铅锌矿安装了一套 PowerVent 计算机辅助全

矿通风控制系统，在地面通过专用软件直接控制与监视全部风机的运行状况，按需通风在保障

井下作业安全的情况下，比传统通风方式降低电耗 1/3
[3~6]

。2000 年之后，我国在矿山智能通

风系统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只是开展了局部通风或通风网络监控的

优化的工作，尚未实现通风系统的自动监测-自动运算-自动控制，即未实现全矿通风系统的按

需通风
[8~10]

。

2 工程概况

某铜矿为特大型筒状斑岩铜矿床，矿山地势总体较高，海拔 3600～4500m。4200m 以下为

高山森林区，4200m 以上为高山草甸区，属寒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 4℃，最热月平均气温 10℃，

最冷月平均气温-8℃，年降雨量 6l9.9mm，5～9 月为雨季。矿床埋藏标高为 3200～4000m，垂

深 17.0～750m，长约 1600m，远景铜金属储量 430 万 t。一期工程开采 3720m 标高以上 KT1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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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中部厚大、品位高，向四周厚度逐渐变薄、铜品位逐渐变低。矿山采用平硐开拓胶带运

输，中段采用有轨运输，自然崩落法开采，设计开采规模为 1250 万 t/a。基建开拓 3720m 中

段负责 3720m 以上矿体，采用自然崩落法单中段回采。3720m 中段设有 4个主要水平，从下至

上分别为 3660m 有轨运输水平、3700m 回风水平、3720m 出矿水平、3736m 拉底水平
[2]
。

根据该矿通风系统的特点，为满足按需通风要求，设计采用多级机站通风方式，总需风量

为 650m
3
/s。新鲜风流经 3850m 进风平硐、3600m 进风平硐、3660m 有轨运输平硐和 3720m 无轨

平硐进入井下，由辅扇和通风构筑物负责分配风流，污风经 3700m 回风平硐、南回风井和 3540m

胶带运输平硐排出地表。

该铜矿的通风系统示意图如图 1所示。

图 1 通风系统示意图

3 按需通风设计

3.1 按需通风调控技术

按需通风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向井下连续输送必要数量的新鲜空气，稀释并排除有毒

有害气体和矿尘，为井下员工创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井下的传感器监测数据和人员设备定

位信息经井下通信系统传到地表 VOD 控制处理系统，通过比较现场实际风流和模拟风流之间的

误差，依据通风计划，远程调整和控制对应的风机和通风构筑物的状态，从而满足井下安全作

业需求。按需通风系统工作流程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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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按需通风系统工作流程图

该铜矿实现全矿区按需通风主要是通过变频驱动主扇和辅扇，调整通风构筑物的开关状态

以及通风面积实现的。根据制定的通风计划，在满足井下所需风量和工作环境安全标准的前提

下，通过调整优化主扇、辅扇和通风构筑物的参数，达到最佳的矿井通风特性曲线（阻力曲线）

和通风系统能量消耗的最小化。智能局扇控制系统也是按需通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该系统

将智能控制箱集成于局扇风机本体上，通过控制通风构筑物的开关状态、通风面积以及局扇的

运转参数，在设备或人员进入工作面时自动启动或关闭局扇。

井下环境参数主要为风速、风量、风压、温度、粉尘浓度和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等，是影响

井下风流分配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传感器将监测数据送至监控分站，监控分站将接收的电信号

以 CAN 总线的形式传输至交换机，信号进入交换机后通过光缆送至井上按需通风控制管理系

统。

该控制系统分为自动和人工两种模式，对从网络系统接收的信息进行处理，并依据通风计

划发出指令，远程调节和控制各个风机、通风构筑物，使其满足工作面所需的风量，保证井下

作业安全，降低通风能耗。

3.2 基于生产计划的按需通风方案

根据矿山回采工艺和生产计划安排，为了更好地表达该矿正常工作日矿井的需风状态，依

照正常工作制度，矿山生产能力与人员、设备和作业点按时间节点匹配，具体见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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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正常工作日矿井作业需风点计划表

作业工序名称
数量

(个)

晚班 早班 中班

16：

00

17：

00

18：

00

19：

00

20：

00

21：

00

22：

00

23：

00

0：

00

1：

00

2：

00

3：

00

4：

00

5：

00

6：

00

7：

00

8：

00

9：

00

10：

00

11：

00

12：

00

13：

00

14：

00

15：

00

铲运机出矿 16 6 16 16 16 16 16 16 6 6 12 12 12 12 12 12 6 6 16 16 16 16 16 16 6

二次破碎作业 2 0 2 2 0 0 0 0 0 0 2 2 0 0 0 0 0 0 2 2 0 0 0 0 0

3720m凿岩 2 0 2 2 2 2 2 2 0 0 1 1 1 1 1 1 0 0 2 2 2 2 2 2 0

3720m出渣 1 0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3720m支护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3720m装药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20m爆破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2

3736m拉底凿岩 3 0 2 2 2 2 2 1 1 0 1 1 1 1 1 1 1 0 3 3 3 3 3 3 0

3736m掘进 2 0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0 2 2 2 2 2 2 0

3736m出渣 1 0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3736m支护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3736m装药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2

3736m拉底爆破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2

3736m掘进爆破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2

3660m运输 6 1 6 6 6 6 6 6 1 1 4 4 4 4 4 4 1 1 6 6 6 6 6 6 1

3660m装矿 4 1 4 4 4 4 4 4 1 1 2 2 2 2 2 2 1 1 4 4 4 4 4 4 1

3660m矿石卸载站 2 2 2 2 2 1 1 1 1 2 2 2 2 2 2 1 1 2 2 2 2 2 2 2 0

3600m破碎硐室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爆破器材库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无轨维修硐室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牵引变电所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采区变电所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3540m胶带运输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合计 61 22 47 47 45 44 44 43 24 22 37 37 35 35 35 34 24 22 49 49 47 47 47 47 26

通过对每天工作时序的设备、人员工作状态进行分析，按照矿山安全规程的要求，以安全、

高效通风为原则，对作业点需风量进行风量核算。通过针对矿山全天作业工序实际运行状况仿

真进行需风量统计，该矿通风可划分为全负荷、正常负荷、一般负荷和轻负荷 4种工况条件。

（1）全负荷工况：3736m 中段 3个拉底凿岩工作面，3720m 中段 16 个出矿作业面，3660m

中段 6列车运行，总需风量 650m
3
/s，时间 2h，占比 8%；

（2）正常负荷工况：3736m 中段 2个拉底凿岩工作面，3720m 中段 16 个出矿作业面，3660m

中段 6列车运行，总需风量 560m
3
/s，时间 12h，占比 50%；

（3）一般负荷工况：3736m 中段 1个拉底凿岩工作面，3720m 中段 12 个出矿作业面，3660m

中段 4列车运行，总需风量 450m
3
/s，时间 6h，占比 25%；

（4）轻负荷工况：3736m 中段 1个拉底凿岩工作面，3720m 中段 6个出矿作业面，3660m

中段 1列车运行或停车检修，总需风量 300m
3
/s，时间 4h，占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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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按需供热方案

由于矿区所在区域环保要求高，且无煤、燃油等能源条件，可供使用的能源仅有电能。矿

区处于高寒地区，供暖期长达 179d，寒冷漫长。根据安全规程的要求，需要将进风温度加热

至 2℃以上，通过进风量计算，井口预热热负荷高达 11900kW，若依靠电能加热能耗及运行成

本过高，故计划采用空气源热泵机组回收回风平硐的回风余热预热进风平硐进风的方案
[2]
。根

据该矿的实际情况，3600m 进风平硐与 3700m 回风平硐结合形成一套独立的热泵预热系统；

3850m 进风平硐与南回风井结合形成一套独立的热泵预热系统，其余 3720m 和 3660m 平硐进风

采用电加热。按需通风与供热风量分配见表 2。

表 2 按需通风与供热风量分配

分组 项目
分配风量/ m

3
·s

-1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4

热泵一

3600 进风平硐 260 204 161 101

3540m 胶带运输平硐 22 16 14 10

3700 回风平硐 263 231 170 113

热泵二
3850m 进风平硐 262 227 195 121

南回风井 362 309 254 160

电加热一 3720m 无轨平硐 55 55 30 21

电加热二 3660m 有轨平硐 70 70 52 40

4 按需通风系统仿真与节能效果分析

4.1 三维通风系统仿真

Ventsim Visual
TM
软件提供了一个用于分析风流模拟、热模拟、污染物模拟和通风经济性

的集成工具箱，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动态模拟多参数通风网络，与外部监测数据连接，实时显示

和自动校核。

根据按需通风系统设计要求，为保障作业用风点合理分风、节能降耗，实现采场作业面“按

需通风”，采用多级机站通风系统，共设三级机站，其中Ⅰ级机站位于 3600m 进风平硐和 3850m

进风平硐内，Ⅱ级机站位于 3700m 回风水平采场回风天井联络道，Ⅲ级机站位于 3700m 回风平

硐和南回风井 3700m 石门内，采用压抽结合的混合式通风方式。各风机站内风机均要求变频，

各机站在不同工况条件下的运行负荷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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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风机各种工况运行负荷

风机站 风机型号 台数

运行负荷/%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4

Ⅰ级 3850m 进风平硐 K40-8-№26 2 台并联 100 85 75 45

Ⅰ级 3600m 进风平硐 K45-6-№20 3 台并联 100 75 60 35

Ⅱ级 3700 回风水平 K40-6-№15 根据采场设置 90 70~80 50~60 35~40

Ⅲ级 3700m 回风平硐 K45-6-№20 3 台并联 100 90 65 45

Ⅲ级 南回风井 K40-8-№26 3 台并联 96 85 70 45

在 Ventsim Visual
TM
软件中，将风机参数、通风构筑物、监测点与矿山实际进行设置，对

各种工况条件进行模拟分析，通风仿真结果见图 3。

图 3 不同工况条件的三维仿真

4.2 按需通风系统节能效果分析

通过采用按需通风控制系统，对风机变频调速，风机的轴功率降低，电动机输出功率降低，

实现了节能目标。根据软件仿真结果，风机功耗成本取 0.5 元/kWh，各工况点年功耗成本如表

4所示。

表 4 通风及预热年电耗成本统计表

项目 经济指标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4 合计

矿井通风

工况点年功耗成本/万元 1076 627 305 81

时间比例/% 8 50 25 17

矿山年功耗成本/万元 86 313 76 14 489

预热 矿山年功耗成本/万元 35 175 71 37 318

根据全矿区域内的各中段工作量实时控制风机转速，在满足风量要求的情况下，风机的年

功耗成本随着风量减少逐渐降低。如果该铜矿全年采取 650 m
3
/s 的固定风量，则矿山的年功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4工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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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成本为 1076 万元，而采用按需通风，年功耗成本为 489 万元，每年节省 587 万元，仅为固

定风量通风方式的 45%。同时按需通风对于改善作业环境、提高通风效率均有很好的作用。

对于高寒地区的矿山，采用按需通风系统后，不但能够降低矿井通风能耗，而且由于进风

总量减少，也减少了通风预热的能耗。初步估算，矿山采用传统预热方式的电耗为 437 万元/

年，而采用按需预热方式的电耗为 318 万元/年，节约运营费用 119 万元/年，与传统预热方式

相比，每年可节约电耗约为 27%。

因此，采用按需通风技术后，每年可为该矿山节省运营费用 706 万元，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结论

结合矿山的通风系统特点，在矿井通风设计中采用按需通风新技术，并利用 Ventsim

VisualTM 三维仿真软件对通风系统进行仿真分析和初步探讨，得出以下结论：

（1）合理利用按需通风系统，能够为矿山节省大量的通风能耗，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每

年至少减少电耗 50%以上。可与按需供热相结合，节能效果相当可观，并且有利于通风质量和

通风效率的提高；

（2）按需通风系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矿山可以建立完善的监控和信息系统，根

据实际分步实施，逐步实现通风系统实时动态监测，达到自动适应矿山通风系统动态变化的目

的；

（3）该 VOD 关键技术和系统可以广泛应用于新建矿山和旧矿山的通风系统升级改造与优

化，具有很好的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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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M 回馈整流进线系统

宋卜文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 宋卜文，唐山 063200）

摘要：整流器在西门子 S120 变频器中作用十分重要，了解整流器的工作方式有助于我们处理整流问题

时的故障判断。本文也列举了整流器几种常见故障以供参考。

关键词：变频器；整流器；SLM；

SLM Feedback Rectifier Inlet System

Song Bowen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Jingtang Operation Department Songbowen, Tangshan 063200)

Abstract: Rectifier is very important in Siemens S120 frequency converter. Understanding

how the rectifier works can help us to diagnose the faults when dealing with rectification

problems.Several common faults of rectifier are listed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Frequency converter; Rectifier; SLM;

0 前言

SLM 是西门子整流器中一种较常见的进线整流方式，其具备的电能回馈功能应用范围广

泛，本文主要介绍 SLM 整流装置的控制方式和典型故障。

文中故障案例来自于京唐公司一冷轧厂，其它产线可能有差异，需自行对比，可作为参考。

1 SLM 回馈整流进线系统简介

对于一个完整的公共直流母线传动系统，进线侧整流 / 回馈单元是非常重要的系统组成

部分。基于不同的应用控制方式，SINAMICS S120 设计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进线整流方式：

•两象限运行的（基本整流进线 Basic Infeed）；

•四象限运行的（回馈整流进线 Smart Infeed 和有源整流进线 Active Infeed）。

其中， SINAMICS S120 回馈整流进线，作为一种标准化设计的进线系统，以装置型和柜

机模块两种标准化的结构方式成为 S120 模块化系统中独立的一部分。

回馈整流进线系统包含一个 SLM 模块和与之相连接的主进线回路。在 1700 产线所应用的

主进线回路包括：旁路接触器或框架断路器（若进线电流小于 800A 可不选用）、预充电回路、

熔断器及进线电抗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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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回馈整流进线系统概览

SLM 回馈整流装置输出直流母线下可以接入单个或多个逆变器模块，由 SLM 为公共直流

母线提供电源。SLM 电能回馈功能可以由参数 P3533 选择激活或不激活。要注意的是 P3533

为 0 时为激活电能回馈功能。

SLM 运行在回馈发电模式下，可以将母线上的再生能量传输至电网。此时需要使用系统集

成的电压检测模块（VSM10）检测进线电压。

系统特性：

● 直流母线电压不受控

● 具有回馈能力

2 预充电回路

S120 回馈整流装置通过充电电阻对直流侧电容进行预充电。SLM 使用连接到进线侧的预

充电接触器和预充电电阻完成预充电过程。一旦预充电完成，旁路接触器就会闭合且预充电接

触器会再次打开。预充电回路和主回路必须具有完全相同的相位，因为如果接错，那么在两个

接触器都处于闭合状态的短暂时间内，预充电电阻会因过载损坏。鉴于预充电过程

中电阻会有功率损耗，直流侧完全预充电仅允许每 3 分钟进行一次，且接入的直流侧电

容值必须限定到设备最大支持电容值之下。此限制不仅源于功率损耗的要求，也为了保护 IGBT

中的二极管。防止当电压降落后又恢复瞬间，过多的充电电流涌入直流侧电容。由于 SLM 中

的 IGBT 的二极管无法像晶闸管那样承受较高的电流尖峰，因此对于 SLM 上述说明尤为重要，

必须遵守。

图 2 装机装柜型 SLM 的预充电回路

当 SLM 启动时，内部的预充电接触器闭合，直流母线开始通过电阻进行预充电。当直流

母线电压达到阈值电压，SLM 的端子 X9：3，4 闭合，旁路接触器闭合，然后预充电接触器断

开。

预充电电流按预充电时间衰减，直到预充电过程完成，典型时长约为 1~2 秒。由于在此

过程中预充电电阻的温度上升，所以两次完整的预充电过程之间允许的最小间隔时间为 3 分

钟，防止烧毁预充电电阻。

3 SLM 的启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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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LM 的启动过程

图 3 SLM 的启动过程

图 4 实际参数连接

 通过上位信号 r2090.0（P840）ON 启动 SLM

 通过上位信号 r2090.3（P852）使能 SLM.

 内部控制逻辑中的预充电接触器合闸，这个过程持续 1~2 秒钟。

 预充电完成后，X9 的 3、4 端子将自动闭合，K21 得电，从而使主接触器线圈吸合，预充

电接触器分闸，主回路导通。

3.2 控制信息和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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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调节型电源的开环控制

表 2 非调节型电源的状态信息

3.3 3WL- 断路器控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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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框架断路器与 SLM 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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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整流 CIB、PSB 接线

图 7 框架断路器吸合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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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框架断路器吸合命令继电器 K21

图 9 框架断路器连接图

SLM 启动时首先控制内部的预充电回路工作，通过 x9 的 1 和 2 端子控制内部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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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 吸合，通过预充电电阻给直流母线上的电解电容进行预充电，当直流母线电压达到额定

值的 85%之后， X9 的 3 和 4 端子闭合， K21 线圈得电，K21 线圈得电后会断开储能电机

回路（储能电机在 K21 线圈没有得电的情况下，已经储完能量），同时闭合欠压脱扣器回

路，使欠压脱扣器得电，经过一定的延时后，S20 闭合（进入合闸准备就绪状态），从而使

合闸线圈得电，合闸线圈得电后，框架断路器的主触点闭合，主回路接通，SLM 进入运行

状态。

如图 6所示，欠压脱扣器（所有的框架断路器上都有欠压脱扣线圈，只是一种保护方

法，不是西门子这种变频器特有加的）被引入到控制逻辑当中，这样就防止了在 SLM 没有

完成对直流母线上的电解电容进行预充电的情况下，就直接使框架断路器闭合，从而使三

相交流电压通过主回路的二极管桥直接加到了直流母线的电解电容上（在给电解电容上施

加电压的瞬间，电解电容的阻抗近似为 0），这样瞬间的电流就会非常大，会给 SLM 造成

严重的损坏。当把欠压脱扣器引入到控制逻辑中后，只有在线圈 K21 得电后，欠压脱扣器

才会得电，框架断路器才会进入到合闸准备就绪状态，并使合闸线圈得电，框架断路器的

主触头才会闭合。如果线圈 K21 不得电，框架断路器就不会进入到合闸准备就绪状态，不

论采用什么方式去合框架断路器，都无法使框架断路器闭合。而线圈 K21 是由 X9 的 3

和 4 端子来控制的，如果 SLM 没有完成预充电，则 X9 的 3 和 4 端子不会闭合，线圈 K21

不会得电，框架断路器就无法闭合，也就防止了在 SLM 没有完成预充电的情况下就去合框

架断路器而造成的 SLM 的损坏。

如果用户没有将欠压脱扣器引入到 SLM 对框架断路器的控制或者是通过上位系统直

接对框架断路器进行控制，则必须保证在 SLM 完成了预充电之后（SLM: r0899.11 预充电

完成的状态信号），才可以合框架断路器，否则可能会对 SLM 造成严重的损坏。

4 典型故障解析

4.1 F07860:外部故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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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外部故障 1 逻辑框图

图 11 预充电接触器常闭触点

外部故障 1是整流上电且预充电完成后为了防止预充电接触器闭合时间过长烧毁预充电电

阻而做出的保护，其逻辑控制框图图 10 中 DI4，DI5 连接的是 CU 的端子 X132.1 和 X132.2，

查找图纸可知连接的是 2组预充电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K4:11/12），触点如图 4 所示，两

组整流柜任意一个触点断开将会触发 F7860 外部故障 1。

在整流器运行过程中此反馈点作用不大，所以可以临时将故障改为报警，操作方法为:

 将 P2106 由 r20087.0 改为 1

 将 P2112 由 1 改为 r20087.0

改完后如果反馈点有问题还会报警，但是不影响整流器运行。

4.2 F7300:电源接触器反馈信号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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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F7300 逻辑框图

F7300 故障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上电过程中主接触器闭合命令发出后，预充完成且框架断路器闭合后如果断路器

闭合反馈信号反馈信号丢失则 r20039 为 0，P860 为 0，即 r863.1 不等于 P860,

经过 3S 延时就会报 F07300。

 上电过程中如果预充电没完成，则 r20039 为 0，P860 为 1，即 r863.1=0，r863.1

不等于 P860,经过 3S 延时就会报 F07300。简单说就是在 3S 内没完成也会报

F07300。

 运行中框架断路器闭合反馈信号反馈信号丢失也会报 F07300。

 下电时框架断路器闭合反馈信号反馈信号还有也会报 F07300。

此故障不建议封点，如果确认主接触器无问题只是反馈问题时，可以使 P860=r863.1

进行封点。

4.3 F06000：预充电监控时间超时

图 13 F06000 逻辑框图

当主接触器闭合命令发出后，经P857=5.5S延时后如果预充电完成信号r899.11还没有来，

则会报 F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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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要参数

• r0002 电源模块装置运行显示

• r0046 CO/BO: 缺少使能信号

• p0210 设备输入电压

• p0840 BI: ON/OFF1

• p0844 BI: 1. OFF2

• p0852 BI: 使能运行

• r0863 bit 00 闭环控制运行

bit 01 接触器吸合

bit 02 电源模块进线电源故障

• r0898 CO/BO: 电源模块过程控制的控制字

• r0899 CO/BO: 电源模块过程控制的状态字

• r2138 CO/BO: 故障 / 报警的控制字

• r2139 CO/BO: 故障 / 报警 1 的状态字

• r3405 CO/BO: 电源模块状态字

• p3533 BI: 电源模块禁止回馈运行

6 结语

本文只针对于首钢京唐 1700 连退产线编写，其它产线可以作为参考。由于编写时间仓促，

可能会有疏漏错误，如发现不足望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S120 公共直流母线传动系统 ,01/2011.

S120 Public DC Bus Drive System , 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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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中厚板二级跟踪系统的应用与研究

聂军山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000）

摘要：轧件跟踪是中厚板二级过程控制系统的中枢，包括对轧件位置的跟踪和对轧件数据的跟踪。轧件跟

踪可以在生产过程中为操作工显示正确的信息，包括轧件位置、状态和相关的工艺参数，同时还可以为设

定计算等准备相应的数据。另外可以依据轧件跟踪信息触发相应的程序，对过程控制系统的功能模块进行

调度。准确的轧件跟踪是整个过程控制系统各项功能投入的前提。

关键词：中厚板，过程控制，轧件跟踪

Th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3500 Medium Plate process

control Tracking System

Nie Junshan

(Jingtang Operation Division,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angshan 063200,China)

Abstract：Rolling piece tracking is the center of the secondary process control system

of medium and thick plate, including the tracking of the position of the rolling piece

and the tracking of the piece data. The tracking of the workpiece can display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for the operator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cluding the rolling

piece position, status and related process parameters, at the same time can prepare

the corresponding data for the setting calculation. In addition, the program can be

triggered according to the rolling piece tracking information. The function module

of the process control system is scheduled and the accurate tracking of the rolling

piece is the premise of the function input of the whole process control system.

Keywords: cut deal medium plate , process control, rolling piece tracking

1、中厚板轧机轧件跟踪的特殊性分析

中厚板轧机的生产过程与其它轧钢设备的生产过程有较大的区别，轧件跟踪功能必须能

够满足其生产过程的特殊性：

（1）轧制过程的道次往返可逆轧制

中厚板轧机的生产过程是道次往返的可逆轧制过程，通过多个道次的可逆轧制得到最终

的成品，而连轧机的生产过程是直线通过式，经过多个机架的轧制得到最终的成品。直线通过

式的生产方式利于轧制过程的产品跟踪，而中厚板的往返可逆的生产方式增加了轧件跟踪的难

度。

（2）轧件在生产过程的往复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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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厚板生产采用控制轧制生产工艺时，一般单机架轧机为了提高设备利用率，都采用多

坯交叉轧制的生产方式，不论是增加机前、机后辊道长度，还是增加侧辊道用于中间坯待温，

在生产过程中，轧件都需要从轧机区运输到待温区进行中间待温，再从待温区重新运回轧机区

进行轧制生产。该过程中轧件在轧线上往复运输，这也是轧件跟踪实现的难点所在。

（3）轧件通过机架的空过道次

在待温轧件从机后待温辊道运输到机前，或者从机前待温辊道运输到机后待温辊道时，

轧件都需要通过轧机机架。该过程不能对轧件施加压下量，必须保证设定足够大的辊缝值，让

轧件空过机架。轧件跟踪功能应该能够对该过程进行准确跟踪和记录，并保证准确的控制。

（4）转钢、待温等辅助控制

中厚板生产为了保证成品尺寸，轧制过程中需要经过多次转钢操作；另外中间坯在待温

辊道进行摆动待温时，必须对待温温度进行监控。这些辅助控制功能也增加了轧件跟踪的难度。

2、轧件跟踪功能要点

中厚板轧机轧件跟踪功能的实现应考虑如下的要点：

（1）跟踪逻辑分区划分

为了便于实现轧件跟踪，需要将轧线进行跟踪逻辑分区的划分。该分区的划分主要考虑控

制功能的需要，并通过合理的轧线检测仪表布置来实现。另外，逻辑分区不只是区域分区同时

也是功能分区，比如轧机入口区、轧机区和轧机出口区的划分没有严格的位置界限，当位于轧

机入口区的轧件开始一个道次的轧制，产生咬钢信号，就认为该轧件已经进入轧机区；同理，

位于轧机出口区的轧件开始反向咬钢，也认为该轧件进入轧机区。

（2）跟踪数据流程设计和数据结构定义

跟踪的数据流程包括：跟踪过程的现场实测数据和操作信号、控制信号的获得；相应跟踪

信息的更新和显示；控制信息的传递等。为了保证跟踪的准确可靠，跟踪数据结构应该针对轧

线分区，在线轧件以及轧制序列等不同的跟踪信息分别进行定义。合理的跟踪数据流程设计和

数据结构定义是实现轧件跟踪功能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可以提高整个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通用

性。

（3）跟踪事件判断

一般将各个单独的跟踪过程称作跟踪事件。根据操作信号、现场的实测数据和控制信号以

及跟踪功能本身的数据信息进行跟踪事件的判断，产生跟踪操作的触发信息。跟踪事件的判断

必须逻辑严密，防止错误跟踪事件的产生。跟踪事件判断的逻辑严密性是影响轧件跟踪功能实

现质量的主要因素。

（4）跟踪事件处理

跟踪事件处理是轧件跟踪功能的主体，针对不同的跟踪事件，更新跟踪信息，调用其它的

功能模块，产生相应的控制信息等。跟踪事件的处理除了考虑实现轧件跟踪功能的需要外，还

需要考虑整体控制功能的实现。

（5）辅助跟踪修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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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产生跟踪错误的情况，必须有相应的补救措施。另外在生产过程中也

会有各种的异常情况需要进行处理，所以必须有辅助功能对跟踪情况进行修正。要求辅助的跟

踪修正功能，方便使用，易于操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跟踪功能运行恢复正常。

3、轧件跟踪事件分析及跟踪事件处理过程

跟踪事件主要由人机界面的按钮触发和基础自动化的检测信号和控制信号触发，故跟踪事

件的判断也可以分为两类：

（1）人机界面的按钮触发事件判断

在人机界面上的操作按钮对应的标签发生变化时，如果可以得到确切的跟踪事件，就不再

需要经过逻辑判断，可分为出炉确认、轧废确认以及回炉确认等操作；如果不能得到确切的跟

踪事件，还需要再结合跟踪区信息进行判断，如跟踪修正前移和跟踪修正后移操作。而全线修

正按钮不产生跟踪事件，只调用相应的跟踪功能模块。

（2）基础自动化的信号触发事件判断

轧线生产过程中，根据基础自动化传递来的检测仪表信号和控制信号，再结合前一时刻的

跟踪分区信息进行逻辑判断，得到相应的跟踪事件。

跟踪事件判断使用的检测仪表信号主要包括：热金属检测器的检测信号、测温仪的检测信

号、轧机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号等；使用的控制信号主要为辊道的控制信号。在使用这些信号

前必须进行信号有效性检测，根据当前信号和当前跟踪状态的综合校验，排除干扰信号的影响，

防止错误跟踪事件判断。根据检测仪表信号和控制信号判断得到的跟踪触发事件主要包括轧件

在跟踪逻辑分区之间的位置前后移动；轧件轧制过程的咬钢、抛钢和稳定轧制；轧件的实测温

度获得等。

针对一块轧件的跟踪事件处理过程如下。轧件经过入炉、出炉、进入除鳞区；经过机前待

温区的运输和测温处理后，运输到轧机区。在轧机区经过温度检测，开始正向咬钢、轧制实测

数据获得、正向抛钢；在轧机出口同样经过温度检测，开始反向咬钢、轧制实测数据获得、反

向抛钢到轧机入口，轧制过程按照道次数反复进行。当抛钢到机前，需要执行转钢操作时，附

加转钢操作过程，并在转钢完成确认后，接续正常的轧制过程。抛钢后，如果需要进行待温，

按照待温区的选择，分别选择运输到机后待温区或者机前待温区进行待温操作。机后待温的轧

件，在待温结束或者需要移送到机前继续待温时，转到机前跟踪事件的处理；先在机前待温的

轧件也可能需要移送到机后继续待温，相应的跟踪事件处理转到机后跟踪事件处理，待温结束

后，运输到轧机入口区，接续正常的轧制过程。不论是在轧机入口区还是在轧机出口区完成末

道次的轧制，接续机后的运输跟踪事件处理，并进入控冷区、热矫直区，完成整个生产过程。

3.1 轧线逻辑分区

按照工艺布置及检测仪表的设置，并考虑控制的需要，将轧线进行逻辑分区，参见图中

轧件的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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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轧线跟踪逻辑分区

Figure 1 Logic zones for line tracking

区号 代码 名称 位置

1 FUR 炉内跟踪区（FUR Track zone） 炉内轧件位置

2 FD 出炉区（Furnace Discharge zone） 炉外轧件出炉位置

3 PD 除鳞区（Primary Descale zone） DE2、DX1 之间的区域

4 HTEN 机前待温（Holding Temp zone） FE1、DX1 之间的区域

5 IS 轧机区（In Stand zone） 轧件咬钢后的位置

6 HTEX 机后待温（Holding Temp zone） FX1、FX4 之间的区域

7 CC 控冷区（Control Cooling zone） HX4、HL1 之间的区域

8 HPL 热矫直区（Hot Plate Level zone） HL1、HL2 之间的区域

表 1 跟踪逻辑分区表构

Table 1 Logic zones for line tracking

3.2 跟踪事件处理过程

入炉

数据中心收到加热炉入炉报文，填充入炉数据库表。更新完数据表之后，发给轧机系统。

轧机系统收到后，读取数据库入炉表的数据，更新跟踪炉内跟踪列表，在基础自动化炉内列表

画面显示。同时，调用模型预计算，接收模型计算返回值。

出炉

接收加热炉发出炉报文，出炉确认时，执行跟踪操作，在跟踪数据区中为该块轧件找到一

个空记录，用于该块轧件整个加工历程数据的保存；进行跟踪信息的更新；查询数据库，得到

该块轧件的 PDI 数据、模型参数数据，进行模型预计算，得到轧件的完整轧制规程。

出炉确认时，将出炉相关数据保存到数据库的出炉信息表中,并执行跟踪操作，更新跟踪

信息。该跟踪事件是每块轧件在线跟踪的开始。首先必须为该块轧件分配一个空的在线轧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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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记录；对在线轧件信息和跟踪分区信息赋值后，查询 PDI 数据和模型参数数据；调用预设定

模块，进行预设定计算；根据预设定计算规程数据并结合轧线参数进行交叉轧制模式的判断；

对轧制序列信息赋值；将跟踪信息发送到人机界面。

除磷区

该跟踪事件是轧件进入轧线后，由检测仪表和控制信号触发的第一个跟踪事件，并且也是

涉及到轧件移动的跟踪事件处理的基本形式：分别对跟踪分区信息、在线轧件信息和轧制序列

信息进行赋值后，将最新的跟踪信息显示在人机界面上。

当热检 H1 上升沿信号、辊道正向运行、出炉区占用、本区空闲时，板坯进入本区域。

当热检 FE6 下降沿信号、辊道正向运行、本区占用时，板坯离开本区域。

板坯进入或离开本区域后，都要进行更新本区域数据。

异常情况：主要是考虑热检信号的波动。当热检第一次正常检得后，钢板进入本区。钢板

进入本区后，本区被占用，如果热检持续波动，根据判断条件，上升沿信号可以被过滤掉；下

降也是类似情况考虑。

机前待温区

对于轧件在该待温区的温度检测事件处理：首先根据轧件状态判断，当前轧件处于运输状

态，还是处于待温状态，如果是从除鳞区正向进入该区，则可以认为是运输状态，如果是从轧

机入口区反向进入该区，则可以认为是待温状态；在待温状态下，Track 模块将该区域的板坯

数加 1，不论是运输状态还是待温状态正向离开该区域时，该区域板坯数减 1。如果已经达到

待温目标温度，由操作工停止待温，钢板进入在再开轧，每次正反向进入或者离开该区域时，

进行画面更新。

（1）正向：

当热检 H1 上升沿信号，辊道正向运行，除鳞区占用。板坯进入本区域。

当热检 FE2 下降沿信号、辊道正向运行、本区占用时，板坯离开本区域。

板坯进入或离开本区域后，都要进行更新本区域数据。

（2）反向：

当热检 FE2 上升沿信号，辊道反向运行，轧机入口区占用，板坯进入本区域。

轧机区

根据抛钢方向，对正向抛钢和反向抛钢分别执行处理，处理的过程基本相同，对跟踪分区

信息和轧件信息分别进行赋值。还需要将该道次的实测工艺数据进行整理，并赋值到 SRTCOM

数据结构中；调用模型后计算，最后将相应的控制信息和显示信息发送到基础自动化和人机界

面。

（1）正向：

当热检 FE1 上升沿信号/轧制力检得，辊道正向运行，轧机入口区占用，本区空闲时。板

坯进入区域。

当热检 FX1 下降沿信号/轧制力检失，辊道正向运行、本区占用时，板坯离开本区域。

板坯进入或离开本区域后，都要进行更新本区域数据。

（2）反向：

当热检 FX1 上升沿信号/轧制力检得，辊道反向运行，轧机出口区占用，本区空闲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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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进入区域。

当热检 FE1 下降沿信号/轧制力检失，辊道反向运行、本区占用时，板坯离开本区域。

板坯进入或离开本区域后，都要进行更新本区域数据。

异常情况：主要是考虑热检信号的波动。当热检第一次正常检得后，钢板进入本区。钢板

进入本区后，本区被占用，如果热检持续波动，根据判断条件，上升沿信号可以被过滤掉；下

降也是类似情况考虑。

机后待温区

对于轧件在该待温区的温度检测事件处理：不管是运输状态还是待温状态，从轧机出口区

正向进入该区，Track 模块将该区域的板坯数加 1，不论是运输状态还是待温状态正向离开该

区域时，该区域板坯数减 1。如果已经达到待温目标温度，由操作工停止待温，钢板进入在再

开轧，每次正反向进入或者离开该区域时，进行画面更新。

（1）正向

当热检 FX2 上升沿信号，辊道正向运行，轧机出口区占用。板坯进入本区域。

当热检 FX5 下降沿信号、辊道正向运行、本区占用时，板坯离开本区域。

板坯进入或离开本区域后，都要进行更新本区域数据。

（2）反向

当热检 FX2 下降沿信号、辊道反向运行、本区占用时，板坯离开本区域。

板坯进入或离开本区域后，都要进行更新本区域数据。

冷却区

当热检 FX5 上升沿信号，辊道正向运行，机后待温区占用，本区空闲时，板坯进入该区域。

当热检 HE1 下降沿信号，辊道正向运行，本区占用，板坯离开本区域。

板坯进入或离开本区域后，都要进行更新本区域数据。

异常情况：主要是考虑热检信号的波动。当热检第一次正常检得后，钢板进入本区。钢板

进入本区后，本区被占用，如果热检持续波动，根据判断条件，上升沿信号可以被过滤掉；下

降也是类似情况考虑。

热矫直区

当热检 HL1 上升沿信号，辊道正向运行，冷却区占用，本区空闲时，板坯进入该区域。

当热检 HL2 下降沿信号，辊道正向运行，本区占用，板坯离开本区域。

板坯进入或离开本区域后，都要进行更新本区域数据。

异常情况：主要是考虑热检信号的波动。当热检第一次正常检得后，钢板进入本区。钢板

进入本区后，本区被占用，如果热检持续波动，根据判断条件，上升沿信号可以被过滤掉；下

降也是类似情况考虑。

4.小结：

（1）分析了中厚板生产过程跟踪的特殊性：轧制过程的道次往返可逆轧制；轧件在生产

过程的往复运输；轧件通过机架的空过道次；转钢、待温等辅助控制，以及这些特殊性对过程

控制系统轧件跟踪功能实现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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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轧件跟踪功能实现要点：通过跟踪逻辑分区划分；设计合理跟踪数据流程和数

据结构定义；逻辑严密的跟踪事件判断；功能完善的跟踪事件处理并辅助以方便的跟踪修正功

能，能够实现轧件的准确跟踪。

（3）根据首钢中厚板轧机具体工艺布置和仪表设置情况，考虑控制的需要，按照上述的

跟踪功能实现要点，开发中厚板轧机过程控制的轧件跟踪软件，实现了轧制过程中的轧件跟踪

功能。

参考文献:

[1] 崔凤平.中厚板生成与质量控制［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Liu Fengping Medium thickness plate produ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Beijing: Metallurgical Industry Press

[2] 曹建国．轧钢设备及自动控制．化学工业出版社

Cao Jianguo. Rolling equipment and automatic control.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3] 王生朝 中厚板生产实用技术.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Wang Shengzhao Medium thickness plate production practical technology. Beijing: Metallurgical Industry Press

[4] 包喜荣,陈林. 轧钢工艺学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Bao Xirong, Chen Lin. Beijing: Metallurgical Industry Press.

作者简介：聂军山（1986-），男，河北滦南人，工程师，主要从事轧钢过程自动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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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变送器的原理及检定

张媛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 唐山 063000）

摘要：压力变送器基本工作原理的阐述；3051 智能型压力变送器的基本组成和性能特点；压

力变送器的检定方法和检定内容。

关键词：压力变送器；基本原理；检定

Pressure transmitter principle and test

Zhang Yuan

((Jingtang Maintenance Department, Tangshan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Tangshan 063000)

Abstract:The basic working principle of pressure transmitter；3051 intelligent

pressure transmitter on the basic composition an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Pressure transmitter test methods and test content.

Key words: pressure transmitter; basic principle; test

0 前言

工业上普遍需要测量各类电量与非电物理量，如电流、电压、温度、压力、重量等，都需

要转换成可接收的直流模拟量电信号才能传输到几百米外的控制室或显示设备上，这就需要由

不同种类的变送器来实现，其中钢铁企业使用量最大的就是压力变送器。

1 变送器的基本原理

凡能直接感受非电的被测量，并将其转换成标准信号输出的传感转换装置，可称为变送器。

变送器是基于负反馈原理工作的，包括测量（输入转换）、放大和反馈三个部分。压力变送器

通常由两部分组成：感压单元、信号处理和转换单元。有些变送器增加了显示单元，有些还具

有现场总线功能。压力变送器的结构原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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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变送器原理

Fig.1 Transmitter principle

其输入输出特性如下图所示

X

Y

0
Xmin

Ymin

Xmax

Ymax

图 2 变送器输入输出特性

Fig.2 Transmitter input output characteristics

测量部分作用是检测被测参数 x，并将其转换成电压（或电流、位移、力矩、作用力等）

信号 Zi 送到放大器输入端。反馈部分作用是将变送器的输出信号 y转换成反馈信号送回放大

器输入端。Zi 与调零信号 Z0 的代数和与反馈信号 Zf 进行比较，其差值ε送入放大器进行放

大，并转换成标准输出信号。

根据图 1可以求得变送器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关系为

Y � �
�tAF

CX t Z0 （1）

式中 A——放大器的放大系数；

F——反馈部分的反馈系数；

C——测量部分的转换系数。

当 AF>>1 时，公式（1）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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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F
CX t Z0 (2)

式（1）表明，在 AF>>1 的条件下，变送器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测量部分和反馈

部分的特性，而与放大器的特性几乎无关。如果反馈系数 F是常数，则变送器的输出与输入将

保持良好的线性关系。

图 2是变送器输出与输入关系示意图。Xmax、 Xmin 分别是被测参数的上、下限值，也即

变送器测量范围的上、下限值（图中 Xmin=0）；Ymax 、Ymin 分别是输出信号的上、下限值，

与标准统一信号的上、下限值相对应。

变送器的信号输出与输入关系除应该准确、可靠、稳定外，还要使变送器动态响应迅速。

一般变送器的时间常数都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2 电容式压力、差压变送器

电容式压力、差压变送器是依据变电容原理工作的压力检测仪表。它利用弹性元件受压变

形来改变可调电容器的电容量，从而实现压力—电容的转换。

电容式压力传感器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动态性能好、电容相对变化大、灵敏度高等优

点，获得广泛应用。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由测量环节和转换环节组成。测量环节感受被测压力将

其转换成电容量的变化，转换环节则将电容变化量转换成标准电流信号 4～20mA。

下面以首钢京唐公司大范围使用的 3051 系列智能变送器为例，具体介绍智能压力变送器

的基本结构和性能特点。

基本组成

3051 系列智能变送器的原理框图如图 3所示。由传感膜头、电路板、375 手操器组成。

图 3 3051 系列智能变送器的原理框图

Fig.3 The 3051 series intelligent transmitter principle block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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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差压作用于感压膜片，使其产生位移，从而使感压膜片（即可动电极）与固定直流电

极所组成的差压变送器的电容量发生变化，此电容变化量再经电容——电流转换电路转换成电

流信号，电流信号与调零信号的代数和同反馈信号进行比较，其差值送入放大电路，经放大得

到 4～20mA 直流电流后输出。

传感膜头

在工厂的特性化过程中，所有的传感器都经受了整个工作范围内的压力与温度循环测试，

根据由此得来的数据产生修正系数，然后将其储存于传感膜头的内存（PROM）中，从而可保证

变送器运行过程中能精确地进行信号修正。

电子线路板

电子线路板（电子板）采用专用集成电路（ASIC）与表面封装技术。该板接收来自传感膜

头的数字输入信号（过程变量）及其修正系数，然后对信号进行精确地修正、线性化与工程单

位转换。电子板模块的输出部分将数字信号转换为 4～20mA 的模拟输出。

375 手操器

375 手操器（即现场通信器）是带有小型键盘和显示器的便携式装置，不需敷设专用导线，

借助原有的两线制直流电源兼信号线，用叠加脉冲法传递指令和数据，使变送器的零点及量程、

线性或开方都能自由调整或选定，各参数分别以常用物理单位显示在 375 手操器上。调整或设

定完毕，可将 375 手操器的插头拔下，变送器即按新的运行参数工作。

375 手操器为便携式，既可以在控制室接在某个变送器的信号导线上远方设定或检查，也

可到现场接在变送器信号线端子上就地设定或检查。只要连接点与电源间有不小于 250Ω电阻

就能进行通信，而变送器来的信号线肯定要接 250Ω电阻以便将 4～20mA 变为 1～5V 的联络信

号。

3051 系列的特点是变送器带单片微机，因此功能强，灵活性高，性能优越，可靠性高。

测量范围从 0～1.24kPa 到 0～41.37MPa，量程比达 100:1。可用于差压、压力（表压）、绝对

压力和液位的测量，最大负迁移为 600%，最大正迁移为 500%。一体化的零位和量程按钮，具

有自诊断能力。压力数字信号叠加在输出 4～20mA 信号上，适用于控制系统通信。

3 压力变送器的检定

外观要求

变送器的铭牌应完整、清晰，并具有一下信息：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测量范围、准确度

等级、额定工作压力等主要技术指标；制造厂的名称或商标、出厂编号、制造年月、制造计量

器具许可证标志及编号；防爆产品还应有相应的防爆标志。差压变送器的高、低压室应有明显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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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送器的零部件应完好无损，紧固件不得有松动和损伤现象，可动部分应灵活可靠。有显

示单元的变送器，数字显示应清晰，不应有缺笔画现象。首次检定的变送器的外壳、零件表面

涂层覆盖应光洁、完好、无锈蚀和霉斑。

密封性检查

平稳的升压，使压力变送器测量室压力达到测量上限值关闭电源。密封 15min，应无泄漏。

最后 5分钟内通过压力表观察，其压力值下降不得超过测量上限值的 2%。

设备的连接与安装

检定设备和被检变送器为达到热平衡，必须在检定条件下放置 2h 准确度低于 0.5 级的变

送器可缩短放置时间，一般为 1h。将检定设备和被检变送器用标准连接件连接，并检测连接

的密闭性能，确保做到无泄漏。

选择检定点

检定点的选择应按量程基本均匀分布，一般包括上限值、下限值（或其附近 10%输入量程

以内）在内不少于 5个点。优于 0.1 级和 0.05 级的压力变送器应不少于 9个点。

检定方法

从下限开始平稳的输入压力信号到各检定点，读取并记录输出值直至上限；然后反方向平

稳改变压力信号到各个检定点，读取并记录输出值直至下限，这为一次循环，如此进行两个循

环的检定。

测量误差的计算

压力变送器的测量误差按公式（3）计算

ΔA=A d-As （3）

式中：

ΔA——压力变送器各检定点的测量误差，mA，V 或 kPa；

Δd——压力变送器上行程或下行程各检定点的实际输出值，mA，V 或 kPa；

Δs——压力变送器各检定点的理论输出值，mA，V 或 kPa。

误差计算过程中数据处理原则：小数点后保留的位数应以舍入误差小于压力变送器最大允

许误差的 1/10 至 1/20 为限。判断压力变送器是否合格应以舍入以后的数据为准。

检定结果的处理及检定周期

按规程要求检定合格的压力变送器，出具鉴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压力变送器，出具鉴定

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检定周期可根据使用环境条件、频繁程度和重要性来确定，

一般不超过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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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不同厂家、型号的压力变送器在安装调试、使用以及维护检定中都存在着差异，在实际工

作中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掌握了其工作原理就能在工作中事半功倍、触类旁通，充

分发挥变送器的功能作用来为我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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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厚板剪切的研究与优化

李悦

（ 北 京 首 钢 自 动 化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京 唐 运 行 事 业 部 唐 山 06300 0）

摘要：随着 2019 年中厚板 4300mm 搬迁工作的圆满完成，生产工作各种

指标也已经基本固定，各种指标和实物质量也越来越多的向精整靠拢，中厚

板精整工艺显得越来越重要。影响中厚板质量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剪切工序造

成的质量问题，本文通过新旧剪切设备的对比以及对常见剪切缺陷的整理汇

总，找到了解决中厚板常见质量缺陷和问题的方法，并最终形成了解决中厚

板实物质量的结论。

关键词：双边剪；定尺剪；压力；废料运输

一、前言

剪切工艺是中厚板生产加工的重要设备，是一种主要采用多轴多偏心运

动原理制成的。其剪切厚度能够达到 50mm，剪切的宽度能够达到 3～ 5 米，

并能对剪切下的废边进行碎断和收集。是现今在中厚板轧制车间中较为关键

的设备。

二、双边剪的工艺与优化

1、双边剪的分类与工艺

双边剪主要是用来剪切中厚板纵向边部，主要分为圆盘式双边剪和滚切

式双边剪。

①、3500 使用的是圆盘式技术，圆盘式双边剪是两对圆盘刀片在旋转中

进行剪切钢板，圆盘剪剪下的板边则由经过板边溜槽到达随便剪进行碎断。

圆盘剪结构简单，能够剪切运行中的钢板，适合较长的钢板剪切。上下两片

剪刃间必须保留一定的轴向间隙和径向间隙，这样才能够保证断面质量不存

在贴肉和毛刺的现象。薄钢板的剪刃间隙都比较小，厚钢板的剪刃间隙都比

较大，轴向间隙越大则剪切时越容易出现塌边缺陷。

② 4300 使用的是滚切式技术，滚切式双边剪是一种在轧制车间应用较为

广泛的使用裁剪设备，其工作原理是：首先对待裁剪板材进行切边处理，而

后再进行碎边。待切边进行到一定的长度后，开始进行碎边剪切边。待到剪

切结束后，切边剪与碎边剪松开板材，板材向前进给，进入下一个剪切周期，

961961



工作过程是一个波浪型的工作周期。

滚切式双边剪的结构：滚切式双边剪的切边部分是固定在上刀架上的弧形上

刀片，依靠相异相位角和偏心半径的曲轴和连杆来带动切边部分进行运动，

并通过控制杆来对上刀片进行控制，确保上刀片沿着一个水平基面来进行运

动，从而将钢板的两边裁剪。上刀片裁剪运动时所沿着的水平基面要较水平

的固定下刀片的高度低约 5mm 左右，这一高度差则是滚切式双边剪中上下刀

片之间的重叠部分，在滚切式双边剪工作的过程中，为确保这一重叠量保持

固定，需要在工作时控制两曲轴的相位角来控制上下刀片之间的重叠量，从

而对各种厚度的板材来进行剪切。而对于双边剪视其剪切断面质量，一般不

予调整刀片的重叠量。在滚切式双边剪工作时，通过主电机的连续运转来带

动曲轴、连杆以及上刀架进行动作，并沿着基面来进行运动从而完成纵向切

边和废边的横向剪切。当抬起切边刀片和碎边刀片时，通过夹送辊来将板材

输送到待剪切位置，待到位后，使板材停止运动，并在三曲轴的带动下实现

对于板材的切边和废边的剪切，为达到剪切的效果，上述过程会在剪切的过

程中重复的进行，直至剪切完成。

2、双边剪的缺陷与优化

滚切式双边剪在周期性的剪切过程中需要夹送辊将板坯输送到待剪切

位置，夹送辊输送板坯的过程也就极为重要，很多因素就取决于夹送辊压力，

压力太低板坯输送无力无法走到指定位置，压力太高会对板坯造成压痕损坏

或运输超过指定位置，从而造成漏剪的情况，压力两侧不一致，一侧高一侧

低时板坯就会越剪越偏，最终无法剪切。

4300mm 的双边剪液压系统就存在压力不稳的情况，在生产过程中会经

常出现压力设定值与实际值不符，或传动侧与固定侧压力偏差较大无法剪切

的状态，为解决问题曾经试过液压站调压，更换电磁阀，修改参数，压力标

定等等，但只能在三五天内短期起到作用，而后又会出现压力波动的现象无

法根本解决问题。

经过多方面研究根本性的解决夹送辊问题，可以改变夹送辊的压力控制

方式；当前的压力控制方式是夹送辊的每一个压力值都对应一个阀体的开口

度也就是指定的压力设定对应一个固定的阀体输出（如图一），这种控制方

法可以暂称为指定控制法，他的好处是精准、稳定，但长时间运行后考虑到

液压的压力波动和阀体的损耗，精准度就会大大的降低，甚至达到无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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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

而跟踪控制方法就很好的解决了指定控制法带来的压力波动问题，跟踪

控制法就是控制使能允许的情况下实际值追随设定值进行调节，偏差较大时

高速调节，实际值接近于设定值时进行微调，等达到了正常压力后调节使能

结束，压力锁定停止调节（如图二）。

此优化不但能够解决设备与压力不稳定而带来的问题，还可以自行调节

修正有机械、液压等设备老化而带来的偏差。进一步完善了夹送辊压力的设

备故障问题，双边剪得以正常稳定的生产。

三、定尺剪的工艺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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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尺剪的工艺与特点

滚切式定尺剪是将板坯利用辊道、夹送辊输送到预备剪切位，再由测量

轮、激光测距定位到剪切位置，利用滚切式剪切将板坯剪切为指定长度，在

用推尾将废料推到废料辊道运到废料坑内。

滚切式定尺剪的剪切是将安装在圆弧形上刀刃的上刀架由两个偏心半

径相同、转向相同、转速相同、偏心相位角不同的偏心轴带动。上剪刃的起

始位置开始，两个偏心轴转动 , 圆弧剪刃的出口端首先下降 , 另一端相差一

个相位下降 , 直到前缘下降到与下剪刃相切位置 , 然后上剪刃沿假想线滚

动。此时上剪刃滚动到与假想中部相切 , 一直到入口端相切 ,之后升起恢复

到原始位置 , 此完成一次周期剪切。

定尺剪的特点：

(1)由于弧形上剪刃相对于平直的下剪刃滚动相切 , 因此上剪刃与钢板之间

的滑动量小 , 钢板的切口规整。因剪刃的磨损小 , 所以提高了刀片的使用寿

命。

(2)根据钢板的厚度合理地选择上下剪刃的重叠量 , 其重叠量可以调整为

正、负值或者为零 , 而且重叠量在剪刃长度上固定不变。

(3)由于采用滚动剪切法 , 剪刃开口度大约为最大板厚的 3 倍 , 这个开口

度比斜剪刃的开口度大很多 ,非常有利于钢板顺利通过。

(4)滚切剪有较大的开口度 , 但其行程比斜剪刃更短 , 因此传动上剪刃的偏

心轴曲柄半径减小了 ,传动力矩按比例减小 , 降低电机功率 , 有节能的功

效。

(5)生产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大大缩短了剪切线的长度和占地面积。

2、定尺剪的缺陷与优化

中厚板 4300mm 的剪切是由剪切自动步控制，剪切过程流畅自如，虽有零

星问题，但无太大影响。而他的废料运输系统经常会出现废料堆积、翻板无

法动作等问题较为频繁，有时会影响到正常剪切。

废料运输也有着自身的一套自动步，当废料落到废料皮带内时废料皮带

转动，将废料匀速的运输到皮带终端，皮带的终端设有弹簧片，废料撞击弹

簧片，此时在弹簧后的接近开关接收到信号后，辊道停止运输，废料挡板升

起防止多余挡板进入翻板区，辊道停止转动，此时翻板翻动，将翻板上的废

料倒入废料坑中，而后翻板归位，废料挡板回到原位，废料辊道运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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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结束。

由于每次废料撞击弹簧片的力度不同，有时撞击太重弹簧无法将废料弹

离接近开关，使得自动步无法继续运行，有时撞击太轻，接近开关无法检测

到废料，自动步也无法正常运作，而且周而复始的撞击，弹簧的弹力下降使

得故障就会更加频繁，这既增加了操作人员的负担，又大大影响了正常的工

作节奏。

为了能让问题得到解决，可将接近开关换为光栅，光栅从原来的弹簧处

由底向上照射，当废料到位光栅信号被挡住，辊道停止运输，翻板翻动，将

废料翻入废料坑即可。

为了有效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剪切工艺的优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剪

切工艺的进步与提升，可以大大提高中厚板的生产效率，也可降低操作人员

负担，保证板坯的优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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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讯在机械式公交立体车库中的应用

牛 永 发

（唐山首信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立体车库的种类，托辊立体车库的组成部分，无线通讯在托辊公交车库的应用，介绍

光通讯的优越性。

关键词： 无线通讯 立体车库 光通讯

Application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n Mechanical Stereo Grage

Niu Yong-fa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Tangshan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Tangshan 063200)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ypes of stereoscopic garage, components of roller

stereoscopic garage,the application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n Roller bus garage, introduces

the advantages of optical communication .

Key words: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tereo garage optical communication

0 前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趋于集中，城市的规

模越来越大，人们在城市里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于是出现了要利用空间的理念，城市中开

始建设立体建筑、立体交通和立体停车库。作为现代大都市的标志，城市商住区高楼大厦林立；

社区道路、高架交通干道、立交桥和地下铁路编织出城市立体交通网；汽车的住宅——停车场

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由平面停车向立体停车，由简单机械停车向计算机管理高度自动化的现代

立体停车演变，成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观赏性和适合城市环境的建筑。伴随着汽车进入家庭，

城市动态、静态交通管理制度的健全和人们对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给停车产业提供了发展机

遇。

1 立体车库的主要分类及特点

1.1 升降横移式：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变化灵活可以设计两层、三层、多层等多种形式。车位

从几十到上百个，规模可大可小，对场地的适应性最强。

1.2 垂直循环式：是用一个垂直循环运动的载车板系统存取停放汽车的机械式停车设备，特点

占地面积小，场地利用率高，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安全性高，但存车速度较慢。

1.3 巷道堆垛式：大型巷道堆垛停车设备，采用多种提升、搬运装置、包括堆垛机、升降机、

机械手、运送车、转台等。通过电脑智能化集成控制，快速调度，自动存取车辆但对堆垛机的

技术要求较高，投资成本大。

2 公交立体车库的组成

托辊式公交车立体停车库以钢结构框架为主体，采取电机驱动链条带升降机使其升降运

动，再由穿梭车实现车辆的横向移动和实现车辆的存取，其属于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其主要由

主体钢框架、升降机装置、穿梭车装置、视频监测装置、电气控制系统、消防保护系统等组成。

2.1 主体钢框架

公交车的车身质量较大，钢框架的安装精度决定升降机和穿梭车等移动设备的运行条件，

尤其是在立体车库紧邻住宅区时，噪音将是影响车库能否正常使用的重要因素。

2.2 升降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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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机装置是公交车立体车库的重要环节之一，它的主要作用是为公交车提供上升和下降

平台；还有一个纠偏辅助功能，公交车停车时车身歪容易引发事故。

2.3 穿梭车装置

穿梭车作为公交车立体车库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它承担着公交车的水平移动的工作，穿

梭车自身能够在两条铁轨上往返运动，同时穿梭车上托辊与升降机托辊和库位托辊配合，使车

辆能够在与穿梭车同一个水平面上垂直于穿梭车运动移进或移出。

2.4 视频检测装置

视频检测装置在公交车立体车库中作为安全保护的重要环节， 它主要用于车辆识别和车

库状态监控。

2.5 电气控制系统

电气控制系统分为两个部分：升降机部分和穿梭车部分。升降机控制系统主管车库运行状

态，操作人员通过 HMI 或者管控系统发送命令给升降机系统，再由升降机系统通过通讯告知穿

梭车要进行哪些动作。穿梭车控制系统在穿梭车装置上，跟随穿梭车装置往返运动，因此两部

分系统通过无线通讯的方式进行通讯。

2.6 消防保护系统

消防保护系统由感烟检测、喷淋、消防炮和消防报警等组成。

3 公交车立体车库

图 1 公交车立体车库控制网络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trol Network for Bus Stereo Garage

如图 2 所示，本案车库每层共计 3 个车位，从 2 层开始到第 6 层计算共 5 层，车位总数

15 个。公交车停车位有纠偏功能，可以有效降低公交司机停车难度。公交车在升降机和库位

之间移动依靠托辊正反向转动实现横向移动。

车库管控系统存取车目标：车库管控系统将记录车牌号，公交车司机将公交车驾驶到停车

位后下车关门后，系统自动寻找空位车库，将车辆挪移到升降机上，升降机提升到空位车库所

在层，之后升降机与穿梭车配合将公交车挪移到穿梭车上，穿梭车纵向移动对准库位后，穿梭

车再与库位配合，将公交车挪移到库位上，至此存车完毕；取车时，司机需要输入车辆车牌号，

系统将自动反向步骤工作将公交车放到一层的公交车驾驶员停车位上，等待司机将公交车开

走。

自动化上位监控画面目前有自动、半自动和手动三种操作模式。

自动存取车模式是需要在目标车位的车位号和车辆所在的车位号输入后点击存车或取车

达到存取车的操作。此模式是正常运行后存取车的常用模式。

半自动操作是手动分步操作，即公交车的每一次移动都需要操作人员操作一次。此模式用

于为自动模式调试参数用，主要是调整取存车时间。

手动操作是状态调整用，用于手动调整升降机和穿梭车的行走距离。升降机的升降和穿梭

车的行走是按照激光测距仪的实际数值作为是否行走到位参考的的；公交车的横向移动是按照

库位、升降机和穿梭车的超宽和定位对射探头是否受阻挡作为移动到位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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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交车立体车库平面示意图

Fig. 2 Plan sketch for Bus Stereo Garage

4 无线通讯的优势

在公交车立体车库的控制方案中，无线通讯的应用解决了“硬线通讯不耐磨损”的这一大

难点，在此案中穿梭车的运动距离长达 30 多米，硬线更换的经济成本较高，Wi-Fi 的成本明

显低于硬线通讯。

Wi-Fi(Wireless Fidelity,无线高保真）也是一种无线通信协议，正式名称是

IEEE802．11b，与蓝牙一样，同属于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Wi-Fi 速率最高可达 54 Mb／s。软

件和定位显示效果：基于精准定位的强大的软件管理功能，支持中文界面、标签管理，AP 信

号管理、实时定位、区域报警、及时报警、历史轨迹分析、消失告警等众多的功能，支持远程

WEB 实时监控，误跳率较低，定位稳定性高。

5 光通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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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光通讯是一种宽带接入技术，它恰到好处地结合了光纤和无线通信两种技术。它重要

分为三种：大气光通讯、空间光通讯和水下光通讯技术。理论上，无线光通信的传输宽带和光

纤通信的传输宽带相同。目前国外无线光通信系统一般使用 1550nm 波长（频率约为 1.935×

10
5
GHz）频段，传输速率可达 10Gbit/s(4×2.5 Gbit/s),即可完成 12 万个话路，其传输距离

可达 5km。国内无线光通讯系统一般使用 850nm 波长（频率约为 3.529×10
5
GHz）技术，速率

为 10 Mbit/s

～155 Mbit/s，传输距离可达 4km。此外，无线光通讯还有频谱资源丰富，适用多种通信协议

等优点。

随着 Wi-Fi 通信的广泛应用，信号干涉问题日益严重，无线光通信解决了信号干扰问题，

保证了通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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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矿锌业物流管控与智能计量系统设计与实践

刘上升 邸永红 张娜 满玉宝 蔡琳媛 邱飞亚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计控检验中心）

摘 要 为提高西部矿业锌业分公司质计业务廉政风险防控能力，推进智慧矿山建设，开展了物流

管控与智能计量系统的研究设计，系统应用后，提高了计量业务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有效

规避了检化验过程的廉政风险。

关键词 西部矿业锌业分公司智能计量物流管控

1 前言

西部矿业锌业分公司是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公司的主要

原料有锌精矿、锌焙砂、锌粉，生产的主要产品有锌锭、硫磺等。众所周知，有色行业进出厂

的物料价值较高。因此在计量及检验过程中存在较大廉政风险点，同时结合 2017 年以来集团

大力推进智慧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如何提高业务廉政风险防控能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重

要的课题。

1.1 公司现状

锌业分公司现有 2 台汽车衡，锌锭成品车间有吊钩秤 1 台。厂区大门内部 150t 汽车衡实

现了联网计量，计量完成数据能够定时上传 MES 系统，厂区大门外 100t 用于复磅的汽车衡没

有联网，复磅对比通过人工完成；吊钩秤用于贸易计量，称重过程稳定性差，计量数据通过计

量仪表打印小票记录每班产量，没有联网，数据不能上网传输与实时查询统计。产品销售、采

购物资检化验数据每天由班长在 MES 系统中进行录入，录入后数据可以按时间、班次等条件进

行查询。

1.2 存在的问题

（1）计量数据、检化验数据目前没有勾稽关系，计量、质量只能单独查询，不能很好的

进行计量量与质量的统一分析，查询某一批次的产品、原料计质量信息需要手工比对；

（2）100t 汽车衡目前没有联网，计量信息通过纸质票据进行传递，不便于计量数据管理；

（3）100t 汽车衡作为复磅功能，计量数据与 150t 汽车衡只能进行手工比对，磅差只能

通过系统外计算；

（4）锌锭销售过磅量与装车量没有勾稽关系，目前进行装车量与过磅量比对只能通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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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统计；

（5）计量员面对供应商车辆过磅，时间久了难免会出现人情世故，有可能会对计量业务

产生其它影响。

1.3 系统实施的意义

整个系统分为 2部分，第一部分为计量管理，第二部分为物流管控。

整个系统采用物流管控与计量系统相结合的架构模式，两部分通过接口实现各种管理职能

的上传下达，形成闭环的流程化的管理模式。

本次需要上线的系统主要是对车辆进出厂及厂内物料倒运等业务以信息网络为媒介，进行

智能化管理。进出厂车辆及内部倒运车辆通过 IC 卡进行信息传递，在计量、质量、物流一体

化的管理模式下完成整个称重及检化验流程，通过计量及检化验过程分级加密管理，实现计量

检化验信息透明与隔离的有效统一，项目的实施，不但能够提高管理效率，而且会有效弥补计

量及检化验中的管理漏洞。

2 系统概述

本次项目重点目标针对厂区内部 150 t 汽车衡和吊钩秤进行智能化改造。同时，对公司质

检业务进行风险防控和流程化管理。

重点任务对 150 t 汽车衡加装智能称重终端，是磅道的无人值守和自动计量；对锌锭成品

车间加装 3 t 台秤作为锌锭贸易秤，代替原有单机版吊钩秤。在质量工艺技术部实施物流管控

系统，实现物流管控的一体化管理，同时，达到风险防控的目的。

3 系统设计

3.1 设计目标

搭建直观易用、可追溯的集中监控平台；细化管控力度、减少物流漏洞、降低劳动强度、

简化信息集成；满足锌业公司现代化企业物流系统要求。

具体实现目标如下：

（1）实现采购、销售、倒运业务一卡通管理模式。

（2）检化验实现取样、制样、化验隔离管理。

（3）计量、检化验信息形成勾稽关系，便于查询分析与信息溯源。

（4）实现锌锭成品库的库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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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现场 1台 150 t 汽车衡进行改造，实现自助计量。衡器的计量过程实现防作弊管

理。

（6）用三吨台秤代替现有吊钩秤，实现自动计量与标签打印。

（7）建立独立的稳定可靠的计质量管理网络与服务器系统。

（8）建立计量管控中心，计量坐席设置满足业务需要。

（9）出具标准的计质量数据明细、统计报表。

（10）系统提供独立的权限管理，实现权限、角色的分级管理模式。

3.2 设计原则

（1）先进性原则

采用先进、性能可靠、易维护及维护费用小的相关硬件同时确保其易扩展性。

采用主流及合理的系统结构，确保其为先进的、开放的体系结构。

所有计量磅房的视频进行统一管理，给定权限后在任何客户端都可以查看及下载视频、图

片文件。

（2）实用性原则

系统设计充分考虑对计量管理的需求，把满足用户使用作为第一要素。用户接口及界面设

计将充分考虑用户习惯及人体视觉特征进行优化设计，界面美观大方，操作简便实用。

（3）可扩充性、可维护性原则

以参数化方式设置系统硬件设备的配置、删减、扩充，系统地管理软件平台，系统地管理

和配置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的结构和程序采用模块化构造，使之获得较好的可维护性和可移植性，可以根据

需要修改模块、增加功能以及重组系统的结构。需要增加称重计量点时，只需要增加硬件设备，

软件功能具有扩展性。

数据存储结构设计在充分考虑其合理、规范的基础上，具有可维护性，对数据库表的修改

维护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设备选型的标准化程度高，通用性好。

（4）可靠性原则

主机系统采用冗余设计，出现故障时能够迅速恢复并有适当的应急措施。

采用可靠措施保证本系统与其它系统的隔离，防止相关影响。

采用数据备份恢复、数据日志、故障处理等系统故障安全策略。

采用严格的网络管理、系统运行控制等系统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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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保密原则

采用操作权限控制、系统日志监督等多种手段防止系统数据被窃取和篡改。系统将利用角

色与功能相结合方式、适应企业管理部门的职能交叉而对安全配置的需求。

3.3 总体架构

为了适应西部矿业集团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整体规划的要求，目前质量管理与计量管理系统

需进行统一归规划，即采用四级架构模式进行整体考虑，以便于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的深入

而进行模块间的对接，减少重复投资。

图 1 系统架构示意图

整个系统架构分为 3层，基础层执行层、决策层，目前，计划层规划上线采购销售计划、

生产计划、计量计划，其中生产计划仅上线倒运计划；执行层上线锌锭产品产量，采购物料、

产品质量，采购、销售模块及质量监控；控制层上线汽车衡、轨道衡、吊钩秤计量业务，其中

轨道衡计量业务目前由铁路部门轨道衡计量完成，如果铁路部门提供计量数据接口，可以直接

通过接口接入，不能提供接口，提供手工管理接口。

4 系统功能设计与实现

4.1 总体功能结构

通过征求各单位意见，以矿服信息管理平台为核心，围绕管理业务工作以及职责落实，初

步确定了矿服信息管理平台的整体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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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能计量系统功能架构图

图 3 物流管控系统功能架构图

决策层：公司高层或者财务系统，通过该系统可实时掌握物资进出厂、检化验业务等物流

管控过程，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执行层：是系统的核心，业务功能模块包含系统管理模块、订单计划管理、铁运计量管理、

质量管理、台秤计量终端、汽车衡计量终端、PDA 手持终端、监控中心终端、快速样候车管理、

公共管理模块等。

基础层：包括汽车衡、轨道衡、台秤、吊钩秤等仪器仪表。

4.2 各模块功能

（1）系统管理模块

主数据管理：指系统运行过程中，可以统一编码、归类总结并重复使用的数据信息。 其

中包括物料、供应商、客户等。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业务，自行进行编码和添加。

角色管理：系统根据使用者的业务范围划分不同的角色。并根据不同的角色进行菜单功能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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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系统管理人员可以根据业务部门的需要，在系统中为其分配用户，并授权用户

赋予不同的角色。

授权对象：针对不同的角色或者用户，赋予其特殊的权限，其中包括组织结构授权、审批

活动、物料组授权等。

系统配置：是系统所需的一系列配置信息。包括业务流程配置、打印标签设定等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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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系统管理模块

（2）订单计划管理

到货计划管理:购销业务人员根据采购订单情况，制定近期的到货计划，并将车辆信息提

前录入的系统中。

发货计划管理: 购销业务人员根据销售订单情况，制定近期的发货计划，并将车辆信息提

前录入的系统中。

派车计划管理:生产部门根据每天的生产情况，按班为倒运车辆制定倒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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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订单计划管理

（3）铁运计量管理

铁运质检单的创建:取制样人员根据当天铁运到货情况进行取样，在系统中进行质检单的

创建，并将铁运车辆等信息录入到系统中。

铁运计量维护:月末计量管理人员，根据铁路提供的计量数据，进行铁运计量数据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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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铁路计量管理

（4）质量管理模块

主数据管理：质量管理人员对检验类型、检验人员、采样地、检验项目等主数据进行维护。

系统设置：包括打印标签设置、质检流水初始化、物料检验指标维护、质检人员抽取等功

能。用以对系统运行过程中的重点参数、重点业务进行设置。

检验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员根据不同的客户、供应商、物料等，进行检验计划的制定。并

针对不同的检验计划，制定不同的检验指标。未质检单的创建提供检验依据。

检验过程管理：通过检验过程管理模块对取样、缩样、制样、化验等检化验过程进行管理，

以及对质检结果的审批过程进行管理。包括班长复核、结果审核、检化验报告、检测报告等功

能。

质检查询：通过该功能模块对质检结果、检验过程执行的进度、检验结果的审批进度、化

验员工作量、检验指标波动趋势等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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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质量管理模块

（5）产品库存管理

产品入库管理：购销部库房管理人员，按日对生产锌锭情况进行入库操作。

产品出库管理：购销部发货人员，按日对发运锌锭情况进行出库操作。

库存结存管理：库房管理人员按月进行库存的结存操作。形成当月的结存数据。

实时库存修改：库房管理人员对实时库存进行修改，保证系统实时库存与现场保持一致。

产品退库管理：库房管理人员可以对上述出、入库操作进行冲销，即取消任意一笔出入库

业务。

出入凭证查询：库房管理人员可以对出入库以及出入库冲销凭证进行查询。

实时库存查询：管理人员可以查看锌锭成品库的实时库存。

图 8 产品库存管理

（6）快速样候车管理模块

车辆到达登记：车辆到厂后，首先在待检区通过触摸屏登记，登记后的车辆，才能进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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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样申请、领卡进厂的业务的操作。

屏幕自动报号：在大门设置显示屏，显示屏显示申请快速样的车辆，快速样质检结果情况。

提示司机进行下一步操作。

语音自动报号：系统可以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提醒司机进行下一步操作。

图 9 快速样候车管理模块

（7）IC 卡管理模块

IC 卡初始化：对 IC 进行系统认证和加密的过程，确保系统的安全性。

采购制卡：收发卡人员对采购进厂的车辆进行发卡，提醒司机进厂进行计量业务操作。

销售制卡：收发卡人员对销售进厂的车辆进行发卡，提醒司机进厂进行计量业务操作。

倒运制卡：收发卡人员对厂内倒运车辆发放长期卡。

IC 卡报废：收发卡人员对丢失、损坏的卡片进行报废操作。

IC 卡补卡：收发卡人员对已经完成报废的 IC 卡的车辆进行补卡操作。

IC 卡消卡：收发卡人员对完成计量业务的车辆进行消卡操作，并未车辆打印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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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IC 卡管理模块

（8）PDA 手持终端

车辆信息读取：发货人员读取车辆随身携带的 IC 卡，验证车号是否一致、车辆是否完成

计重等操作。

锌锭装车：完成计重操作的车辆，发货人员通过扫描锌锭的二维码标签进行装车操作。

取消装车：发货人员对装错的锌锭进行重新扫码，点击取消装车操作。

图 11 PDA 手持终端

（9）磅道计量终端

自动称重：通过智能道闸控制、远程通话、语音提醒等机制，实现车辆自动称重。

异常报警：称不回零、磅超差等异常进行报警，由自动计量转为人工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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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打印：倒运车辆完成一次倒运业务，一体机终端对倒运车辆票据进行自动打印。

求助申请：司机可以通过求助按钮，进行远程求助申请，调度中心协助司机处理异常问题。

图 12 磅道计量终端

（10）台秤计量终端

自动称重：按铃给出可以称重计量的信号后，系统实现自动称重计量。

票据打印：计量完毕后，系统实现自动打印带有二维码的锌锭合格证。

捆号编组：系统自动编排捆号和批次号。

图 13 台秤计量终端

（11）监控中心终端

异常处理：处理计量现场发送的异常消息，人工进行处理解决。保证车辆正常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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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远程控制道闸、信号灯、语音对讲、打印机等计量设备设施。为磅道无人，提

供基础。

远程通讯：实现计量仪表、红外线、红绿灯灯设备通讯信号的远传，以便调度中心及时掌

握磅道现场情况。

图 14 监控中心终端

（12）公共管理模块

计量信息查询：对采购、销售、倒运等计量数据进行查询；对进厂车辆进行查询、对计量

报表进行导出。

质检数据查询：对质检结果、检验进度、审批进度、人员工作量、检验指标波动趋势进行

查询。

实时库存查询：对当前锌锭成品库实时库存进行查询。

图 15 公共管理模块

5 系统技术要点

（1）通过手持机实现库房扫码装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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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汽车衡自动称重计量。

（3）通过条码、人员抽取、自动派工等技术手段，规避质计管理业务的风险。

（4）实现锌锭二维码合格证的在线打印。

6 系统应用情况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锌业分公司智能计量系统和物流管控系统，分别于 8月 10 日和 11

月 8 日正式上线运行。截止到目前，系统运行稳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智能计量系统改善

了计量员工作环境、减轻了计量员劳动强度，有效的把司机和计量员进行隔离，堵住了计量管

理漏洞，提高计量业务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物流管控系统实施，通过条码隔离、人员抽取、化

验自动派工、数据还原等技术手段有效规避了检化验过程的廉政风险，提高了检化验业务的信

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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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计量无线采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薛冬晨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部）

摘 要：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逐步渗透，信息化系统的移动化需求越发强烈，在人员大幅减少

的条件下，需要设备系统向智能化迈进。每天股份公司用生活水近 5000m³，实现生活水系统的整体管控十

分必要，为便于生活水流量的整体能源平衡，提出一种水计量监测方案，采用联通、移动 GPRS 等无线传输

功能的智能仪表，并建立一套供水在线监控系统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监视。实现公司内部水系统的监测，不

仅可以提高生产监控和运维工作效率，而且数据均可在能源二级系统调取、分析，可实现多历史数据、瞬

时流量的监测，为生产调配、设备运行提供有效支撑，应用前景十分广泛。

关键词：生活水 无线采集 智能仪表

本系统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设计理念，面向无线采集系统在工业、制造、设备状态监控方向的应用，立

足于能源二级曲线数据的移动管理需求、资源优化，对迁钢水系统生产状况实时监控。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ireless Collection System for Domestic

Water Measurement

XUE Dongchen LUShaojun

（Beijing Shougang Co.，Ltd.）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and the gradual penetr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the mobile demand of information syst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is greatly reduced, it is necessary for equipment system

to move towards intellectualization. Every day, the company uses nearly 5000 meters of domestic

water to realize the overal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domestic water system.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overall energy balance of domestic water flow, a water metering and monitoring scheme is

proposed. Intelligent instruments with wireless transmission functions such as interconnection

and mobile GPRS are used, and an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for water supply is established for

unified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Realizing the monitoring of the company's internal water system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monitoring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ut

als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data in the energy secondary system. It can realize the monitoring

of Multi-Historical data and instantaneous flow,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production

allocation and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ha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Key word Domestic waterWireless acquisition Intelligent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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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简介

1.1 系统技术要求

在股份公司转型提效的大环境下，生活水的计量管理存在以下问题：

现有主管路采用机械式仪表进行计量，每月需要人为抄表，产生人工费用；

机械水表精度不高，误差较大；

1）现场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得不到实时管控；

2）点位分散，遍布厂区管网各部分，维护起来十分不变；

3）如安装在线仪表，布线难度较大，且投资费用高；

4）综合以上问题，在人员大幅减少的条件下，也需要设备系统向智能化迈进。根据能源计量需要，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出一种水计量监测方案。根据水系统计量，技术要求如下：

5）仪表工作点位相对分散，遍布厂区管网各点位，采用电池供电流量计，节约人员施工及材料费用。

6）确保能源系统的平衡，需对部分流量计设定限定值，超过流量上限时，可在监控系统中显示。

7）软件可以实现水计量总量平衡的分析查看。

本文采用一种新型水计量监测方案，应用 GPRS 无线传输功能的智能仪表（电池供电），并建立一套供

水在线监控系统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监视，提供高速、高精度、安全的无线数据传输，实现系统中计量数据

的自动读取、分析、历史存储、报警等功能。

1.2 系统网络结构

供水计量管理系统软件是基于 GSM/GPRS 等移动公网的远程供水管理系统，利用 GSM 网络提供的 GPRS

服务的数据通道，提供高速、安全的无线数据传输，实现系统中计量数据的自动读取、分析、历史存储、

报警等功能。

图 1 系统网络示意图

采用管道超声波流量计（电池供电），通过信号采集器定时将该段时间采集数据通移动网络 GPRS 传入

企业固定 IP 服务器（或外网地址进行中转），用户客户端可以 IE 浏览器直接访问服务器，分区查看仪表

数据、仪表故障信息、日月年历史数据、历史趋势图，并进行水平衡分析。

2 系统软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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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系统，也可以通过手机端访问。系统支持用户信息分级管理，符合所有用户的

管理分级需求，同时用户可对不同的系统操作人员进行不同权限的划分，提高系统的安全性。系统支持对

仪表信息、数据采集器信息、用户信息等进行增、删、改、查的操作，方便用户在系统调试期间及后期系

统运行期间的基本信息维护。

1）计量数据管理

计量数据管理模块提供仪表数据即时查询、日报表、月报表、年报表以及任意时间段报表数据的查询，

可查询内容包括：瞬时流量、累积流量、累积有效工作时间、工作状态、曲线等。

2）报警提示：

采集器监测：设置采集器未上报数据时间长度，在设定时间长度如果采集器没有上报数据，则认为采

集器故障提示报警。

仪表监测：通过仪表上传的故障代码判断仪表是否故障进行报警。

3 系统运行与实现

3.1 运行成本

系统运行主要有流量卡费用及电池更换费用：

SIM 卡流量费用，流量计算：每台流量计每次采集数据为 105 个字节，每天上报一次，每月流量约 0.5M。

选择 10M/月包月 SIM 卡，要求初始安装自带三年费用。

电池耗用预估：流量计电池：要求每块电池使用 5 年以上；每天定时与中心服务器建立链接一次；

3.2 现场测试

选取带有电池供电的超声波流量计进行实验，选取两个点位进行测试，2017 年底安装、调试完成，投

入测试，期间数据传输稳定、可靠，无断网、信号弱等现象。

图 2 测试点位用水量月报分析图

4 结论
本系统实现对生活水系统的监测，各主要管路的供应、调配在能源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

以下优势：

（1） 从计量精度上来说，超声水表精度达到 1%，计量优于机械水表计量；

（2） 实现远程抄表，可实时查询数据；

（3） 网络稳定，可靠性高，网络覆盖范围广，抗干扰能力强；

（4） 无需布线，降低施工难度，节约费用；

（5） 效率高，从采集到统计均为自动完成，无需人工干预；

本系统从首钢迁钢能源系统在实际工作中的生产管理需求出发，实现生活水系统的关键数据的监测，

实现管理应用的目的，下一步可向移动端扩展，便捷应用、降本增效、提高企业工作效率和形象等实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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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通过一套移动 APP 系统提升管理稳定性实时监测，实现管理效益和生产维护效益双提升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甘家锦,李泽滔. 基于 GPRS 的无线智能监控系统[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1(S2):317-320.

[2] 陈晓娟,李松寒,隋吉生. 基于 PFC 和 GPRS 的远程自动抄表系统设计[J]. 自动化仪表,2012,33(11):48-50.

[3] 谭保华,周俊,陈睿,等. 一种基于 GPRS 的远程温度采集系统设计[J]. 仪器仪表学报,2007,28(4):25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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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唐山迁安市 壹号公馆 11-2-701 06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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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AFE 变频器主从控制在炼钢转炉倾动中的应用

王靖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000）

摘要：基于炼钢转炉工艺的要求，转炉炉体能实现 360 度转动。转炉倾动控制装置选用四台西门子 6SE70

系列变频器驱动四台倾动电机，主装置与电机间采用的是速度闭环控制方式，从装置采用的是带编码器的

转矩控制，四台装置之间通过 SIMOLINK 光纤通讯环网，完成装置内部的数据交换实现装置的主从控制。

关键词：炼钢；转炉；倾动；主从控制

Application of master slave control of Siemens AFE converter in

tilting of steelmaking converter

Wang Jing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angshan 063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steelmaking converter process, the converter body can

rotate 360 degrees。Four Siemens 6SE70 series frequency converters are used to drive four tilting

motors，Speed closed-loop control is adopted between the main device and the motor，The slave

device adopts torque control with encoder，The four devices communicate through the SIMOLINK fiber

optic ring network，Complete the data exchange inside the device and realize the master-slave

control of the device。

Key words: Steelmaking；Converter；Tipping；Master-slave control。

0 前言

京唐公司转炉倾动主从控制的方法，采用了西门子 AFE (Active Front End)70 型变频器中的又一项强

大功能。主从控制技术的采用，可使 4 台电机，同轴同步旋转。遇故障发生时不仅可以切换主动装置，也

可切换从动装置。从而实现甩掉故障电机，实现三台电机运行。此项技术的应用，为及时排除故障，保障

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 工艺要求

转炉在炼钢时是垂直的，炉口向上。当兑铁水和出钢时，需要倾斜一定的角度。炉体倾动部分采用四

台电机驱动，低速轴刚性连接，炉体采用四点悬挂式，辅以扭力杆作为力矩吸收。根据工艺要求，转炉炉

体需能进行 360 度的转动。一般情况下转炉倾动机构处于正力矩工作状态，其重量主要集中在下部。这样

就可以保证转炉在事故状态下，炉体能自动复位。也就是说倾动机构具有势能负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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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电气系统要求及传动系统架构

电气系统要求：

1） 有足够的启动力矩，以满足重载平稳启动的要求，并且频繁启动制动，无冲击，满足电机的四象

限运行的需要。

2） 由于势能负载的转炉特性，变频器必须在零速或低速时提供较大力矩输出。

3） 抱闸必须和电气系统进行连锁，在电机建立足够的输出力矩后，松开抱闸。

需要制动时，立即使电机停止。

4） 炉体需要进行准确平稳停车定位。

5） 四台电机必须保持同步运行，无论启动、制动和正常工作状态，电机负荷必须平横，

转矩差的控制精度应小于输出转矩的 6%。

传动系统架构：

倾动 PLC 系统采用 Profibus—DP 协议与 4台变频器相连，4 台变频器之间则通过 SIMOLINK 光纤电缆相

连构成环网，如下图一所示。SIMOLINK 环网中每台装置都有主从功能， SIMOLINK 环网中主站可以接收和

发送报文，并且可读写其所含信息,从站只能接收电报，不可能去处理其中所含的信息。SIMOLINK 通讯网卡

24V 电源由外部供电。这样，即使本柜直流调速装置不工作也不影响 SIMOLINK 环网通讯。

图一

3 转炉倾动主从控制实现负荷平衡

4 台转炉倾动电机同轴刚性连接，如果 4 台电机的输出转矩不平衡，即电机输出转矩大小不一，必会造

成电机负荷的不平衡，缩短电机使用寿命。4台转炉倾动电机的负荷平衡是该项目中技术难度最大的课题，

因此必须解决 4 台电机负荷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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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对一传动方式，在传动装置上设定“主一从”方式，确定主传动装置，通过脉冲编码器引入速

度反馈信号，设置公用的速度调节器，将主传动的电流调节器的输入信号同时输出到三台从装置的电流调

节器中，由于电流调节器的输入信号是相同的，其输出也相同，故 4台电动机可保证在等同的负荷下运行，

从而保证了运转设备的平稳性和负荷的均衡性。

4 台装置与 PLC 之间通过 PROFIBUS—DP 网连接，每台装置通过网络接受启停命令、主从指令和速度给

定，并将设备的运行状态传送给 PLC；4 台装置通过 SIMOLINK 光纤网连接成一个环形结构，实现“一主三

从”的控制思想，完成主／从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

转炉倾动控制装置选用四台西门子 6SE70 变频器，驱动四台倾动电机，主装置与电机间采用的是速度

闭环控制方式，从装置采用的是带编码器的转矩控制，四台装置之间通过 SIMOLINK 光纤通讯环网，完成装

置内部的数据交换实现装置的主从控制。转炉倾动 PLC 控制系统负责系统数据收发、电气上的逻辑控制，

并通过继电器控制部分，完成对现场信号的采集和处理以及必要的电气控制。

4 控制原理解读及控制参数

本系统采用主/从控制方式，主装置采用双闭环控制，包括速度环控制和电流环控制，从装置只有电流

环控制，其电流给定来源于主装置的速度环输出。四台倾动变频器中的 1#和 2#可以既为主也为从，操作员

可以通过 HMI 上的按钮任意选择。另外两台变频器只作为从装置控制，其中 1#、2#装置接收 PLC 指令来选

择是主还是从，四台装置中的每一台都可以选择是投入还是切除，操作员在 HMI 上作出相应选择。如果有

一台电机或者一台变频器损坏，系统还能实现三电机运行。

主从控制 PLC 程序如图二、图三、图四：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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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图四

变频器主从控制原理及参数设置：

1、主从控制原理图：

2、数据发送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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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接收参数功能图

5 现场具体参数设置

6SE70 变频器实现主从控制有两种方式：

1，从动装置运行在转矩环；2，从动装置运行在速度环。倾动变频器从动装置工作在转矩环，采用的

是第一种方式。

参数如下：

倾动 101 柜 （主）

P587=B3300 主从选择（0为主，1为从） P742=1 传输能力

P751.1=K0030 控制字 1 P743=4 站的数量

P751.2=K0165 转矩 P745=6 通道号

P751.3=K0431 自定义的控制字 P746=3.6 循环时间

P740=0 分配器 P751 为 101 柜发往 Simolink 环的内容

P741=0 电报故障时间

倾动 102 柜（从)

P587=B3300 主从选择，

P554.1=B0662，U272.1=B3300，U272.2=B3100，U272.3=B7100(控制字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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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作从站时，B3300=1,启动参数 P554 接收主装置 101 柜控制字 1 第 0位，也就是 P751.1=K0030 的第 0

位 B7100，从而实现 102 柜变频器的启动）

选择开关

P561 使能控制方式与 P554 类似，参看参数

速度控制方式 P486.1=K0521 U166=B3300，U167.1=K0， U167.2=K7002

P486 为转矩环给定值，在 P587=1 时，且别 B3300=1 时采用这种方式给定速度，也就是

K7002，对应主装置 101 柜的 P751.2=K0165 这个转矩给出的值，从而实现从动装置速度调节。

P749.1=0.0 P749.2=0.1 读取数据的功能参数，由它来定义 102 柜变频器从什么地方读取数据。（速度，

自定义控制字，控制字 1 等）

P740=1 收发器

P741=0 电报故障时间

P742=1 传输能力

P743=4 站的数量

P745=6 通道号

P746=3.6 循环时间

倾动 103 柜（从）

P587.1=B1（主从选择)

P554.1=B0662 , U272.1=B3300，U272.2=B7100，U272.3=B7500

P561.1=B0663， U273.1=B3300，U272.2=B7103，U272.3=B7500

速度给定

P486=K0521，U166=B3300，U167.1=K7002, U167.2=K7006

P749.1=0.0 P749.2=0.1

P740=2 收发器

P741=0 电报故障时间

P742=1 传输能力

P743=4 站的数量

P745=6 通道号

P746=3.6 循环时

倾动 104 柜（从）

P587.1=B1（主从选择)

P554.1=B0662 , U272.1=B3300，U272.2=B7100，U272.3=B7500

P561.1=B0663， U273.1=B3300，U272.2=B7103，U272.3=B7500

速度给定

P486=K0521，U166=B3300，U167.1=K7002,U167.2=K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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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49.1=0.0 P749.2=0.1

P740=3 收发器

P741=0 电报故障时间

P742=1 传输能力

P743=4 站的数量

P745=6 通道号

P746=3.6 循环时

结束

炼钢转炉倾动选用四台西门子 6SE70 变频器利用主从控制四台电机完美实现负荷平衡，并实现转炉动

作的各种要求，达到工艺要求。

参考文献：

西门子 6SE70 系列变频器大全

转炉工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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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300PLC 在冷却水循环系统中的应用

韩立鹏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的是水循环系统中的西门子 S7-300PLC 应用。冷却水用于冷却工艺介质，通过换热器

（或称为热交换器、水冷却器、水冷器）与工艺介质间接换热。热的工艺介质在热交换中温度降低，而冷

却水被加热，温度升高。水循环系统主要包括水箱和管路两大部分，水箱液位、管路流量、循环泵启动/停

止的自动化控制成为了生产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为了更好的达到控制精度我采用的是西门子公司的

S7-300 来保证计算精度和运算的快速性。

关键词：冷却水循环；自动化控制；S7-300

Application of S7-300 PLC in water circulatory system

Han Lipeng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angshan 063200)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Siemens S7-300 PLC in the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Cooling water is used for cooling process media, and heat is indirectly

exchanged through heat exchangers(or heat exchangers, water coolers, water coolers) and process

media. The hot process medium reduces the temperature in the heat exchange, while the cooling

water is heated and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s. The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mainly includes two

parts: water tank and pipeline. The automatic control of water tank level, pipeline flow, and

cycle pump booting/stopp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duction work.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control accuracy, I used Siemens S7-300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calculations and the

speed of operations.

Key words: Water cycle; Automatic control; S7-300

0 前言

冷却水用于冷却工艺介质，通过换热器与工艺介质间接换热。热的工艺介质在热交换中温

度降低，而冷却水被加热，温度升高。

1 冷却水工艺简介

1. 1 冷却水对水质的要求

许多工业生产中，水是直接或间接使用的重要工业原料之一，其中大量的是用来作为冷却

介质，通常在选用水作为冷却介质时，需注意选用的水要能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1)水温要尽可能低一些

在同样设备条件下，水温愈低，日产量愈高。同时冷却水温度愈低，用水量也相应减少。

2)水质不易结垢

冷却水在使用中，要求在换热设备的传热表面上不易生成水垢，以免影响传热设备的传热

效率。这对工厂安全生产是一个关键。生产实践告诉我们，由于水质不好，易结水垢而影响工

厂生产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3)水质对金属设备不易产生腐蚀

冷却水在使用中，要求对金属设备最好不产生腐蚀，如果腐蚀不可避免，则要求腐蚀性愈

小愈好，以免传热设备因腐蚀太快而迅速减少有效传热面积或过早报废。

4)水质不易滋生菌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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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水在使用过程中，要求菌藻获等微生物在水中不易滋生繁殖，这样可避免或减少因茵

藻繁殖而形成大量的粘泥污垢。过多的粘泥污垢会导致管道堵塞和腐蚀。

1.2 循环冷却水运行时存在的问题

对循环冷却水系统，冷却水在不断循环使用过程中，由于水的温度升高，水流速度的 变

化，水的蒸发，各种无机离子和有机物质的浓缩，冷却塔和冷水池在室外受到阳光照射、风吹

雨淋、灰尘杂物的飘落，以及设备结构和材料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会产生以下三种危害：

1)严重的水垢附着

2)设备腐蚀

3)菌藻微生物的大量滋生，以及由此形成的粘泥污垢堵塞管道等

这些危害会威胁和破坏工厂长周期地安全生产，甚至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在日常运行时，必须要选择一种经济实用的循环水处理方案，务使上述危害减轻，直至使其不

发生。

1.3 循环冷却水水质处理的意义

冷却水长期循环使用后，必然会带来结垢、腐蚀和菌藻滋生这三种危害，而循环冷却水的

处理就是通过水质处理的办法使三种危害减轻或消除，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1)稳定生产

没有水垢附着，腐蚀穿孔和污泥堵塞等危害，系统中的换热器可以始终在良好的环境中工

作，除计划中的检修外，意外的停产检修事故就会减少，从而在循环冷却水入面为工厂长周期

安全生产提供了保证。

2)节约水资源

循环冷却水系统可以调整浓缩倍数来调整每小时耗水量。但要提高浓缩倍数，必须做好水

质处理工作。

3)节约设备加工制造的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换热器是昂贵的生产设备，如果对循环冷却水未作处理或处理得不好，会使换热设备损坏

严重。如果做好了水质处理工作，就可以减少换热设备的维修和更换，减少成本。

1.4 工业循环水的一般流程

图 1 工业循环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Fig. 1 Flow chart of industrial recycling water treatment process

循环水系统由凉水塔水池，风机，循环水泵，旁滤池，加药系统，给回水管路组成。送往

各用户的冷却水，经过换热，回到回水总管，通过上塔管，上到凉水塔顶部，经过各配水管，

由喷头均匀喷洒在填料层，水自上而下在填料层形成水滴或水膜，与自下向上抽的冷空气逆接

触进行传质传热，从而降温。降温后的水汇集到塔池，由数台循环水泵加压经给水网线分别送

往全厂各生产装置。

由于系统本身的排污以及蒸发、渗水等其它水量损失，需要补充一部分水，应持续给循环

水池补水。

为降低循环冷却水的浊度，减少系统的补水和排污，使本系统在满足浓缩倍数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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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经济运行，需加入旁滤系统。

循环水的冷却是通过水与空气接触，由蒸发散热、接触散热和辐射散热三个过程共同作用

的结果。

1)蒸发散热水在冷却设备中形成大小水滴或极薄水膜，扩大其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和延长接

触时间，使部分水蒸发，水汽从水中带走汽化所需的热量，从而使水冷却。

2)接触散热水与空气对流接触时，如果空气的温度低于水的温度，则水中的热量会直接传

给空气，使空气温度升高，水温降低。二者温差越大，传热效果越好。

3)辐射散热辐射散热只是在大面积的冷却池内才起作用。

这三种散热过程在水冷却中所起的作用，随空气的物理性质不同而异。

1.4.1 冷却塔

冷却塔一般是由风机、塔体、配水装置、填料散热层及收水器等五大部分所组成。

风机将塔内的空气从下往上抽，能加快空气流动速度，更快的带走由水传递来的热量和湿

度。

塔体由骨架、壳体、上下爬梯、进风窗、收水器、进出水管、集水池等组成。其它组件都

是依靠塔体安装。

配水装置由配水槽(配水总管)和配水喷头组成。循环水回水经过配水系统，可以均匀的进

入塔体，得到更好的传质传热效果。

填料层的作用是为气、液两相提供充分的接触面，并为提高其湍动程度(主要是气相)创造

条件，以利于传质(包括传热)。一般采用酸性耐温聚氯乙烯塑料片制成的波纹板堆。

收水器的作用是回收上升气流带出的水，能够减少补水量，保护周围环境。

1.4.2 旁路过滤

循环水旁滤过滤器并不是将循环水旁滤过滤器安装在总循环管路上，将所有的循环水过滤

一遍，而是在总循环管路上引出一部分循环水过滤，循环水旁滤过滤器是通过逐步多次的循环

截留，将系统内的杂质过滤，最后通过必要的反冲洗，将杂质过滤排出水体循环系统。

通过在循环水系统上安装循环水旁滤过滤器，可以防止系统中末端管路污泥堵塞，并配合

加药处理可以更有效地去除水体循环系统内的杂质。循环水系统运行过程中，尤其是冷却水中

会存在大量的悬浮物。其中由于空气中灰尘杂物的进入，日常加药处理后会造成部分水垢、锈

垢、微生物粘泥的脱落、分散，造成水质的混浊。由于各种杂质在水中溶解度很小，很容易用

机械过滤的方式去除，因此在系统管路上安装循环水旁滤过滤器可收到良好效果。

2 S7-300PLC 硬件组态

2.1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介绍

PLC 机型的选择应是在满足控制要求的前提下，保证可靠、维护使用方便以及最佳的性能

价格比。具体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1)性能与任务相适应，结构上合理、安装要方便、机型上应统一。按照物理结构，PLC 分

为整体式和模块式。整体式每一 I/O 点的平均价格比模块式的便宜，但是在中小型控制系统中

整个控制系统比较大都采用模块式PLC，并根据I/O设备距PLC之间的距离和分布范围确定PLC

的安装方式为远程 I/O 式还是多台 PLC 联网的分布式
[8]
。

2)是否满足响应时间的要求。由于现代 PLC 有足够高的速度处理大量的 I/O 数据和解算梯

形图逻辑，因此对于大多数应用场合来说，PLC 的响应时间并不是主要的问题。然而，对于某

些个别的场合，则要求考虑 PLC 的响应时间。为了减少 PLC 的 I/O 响应延迟时间，可以选用扫

描速度高的 PLC，使用高速 I/O 处理这一类功能指令，或选用快速响应模块和中断输入模块。

3)对联网通信功能的要求。近年来，随着工厂自动化的迅速发展，企业内小到一块温度控

制仪表的 RS-485 串行通信、大到一套制造系统的以太网管理层的通信，应该说一般的电气控

制产品都有了通信功能。PLC 作为工厂自动化的主要控制器件，大多数产品都具有通信联网能

力。选择时应根据需要选择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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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特殊要求。考虑被控对象对于模拟量的闭环控制、高速计数、运动控制和人机界面

（HMI）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可以选用有相应特殊 I/O 模块的 PLC。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系统，

应考虑是否采用冗余控制系统或热备份系统
[29]
。

综合以上几个因素，且本次设计系统为小型控制系统，对响应时间、联网通信功能等无其

他特殊要求，因此本次设计最后选择应用西门子 PLC 的 S7-300 机型。

2.2 硬件组态步骤

1)将电源模块、CPU 模块、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以太网

通讯模块依次安装在导轨上（CPU 模块、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

以太网通讯模块之间用 U型槽连接）。

2)将自动开关接线，开关进线接 220VAC 插头，开关出线接在电源模块接线端子上。

3)进行稳压电源接线，进线接 220VAC 插头，出线接自动开关。

4)将由稳压电源供电的 24VDC 电源并联输入 3个自动开关并输出若干个 24VDC 供电，为硬

件组态中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的前连接器和以太网通讯模块供

电。

8)模拟量输入模块四个量程卡，从右向左依次对应前连接器的 2~5、6~9、12~15、16~19

端子，量程卡具有 ABCD 四个选择模式分别为热电阻和热电隅、电压、四线制电流、二线制电

流。

9)CPU 程序清除：将选择开关拨至 STOP 再拨至 MRES，观察指示灯慢闪 2 次后，将选择开

关拨至 STOP 并迅速拨至 MRES，观察指示灯快闪 3秒后将选择开关拨至 RUN，即可完成程序清

除。

图 2 现场 PLC 柜

Fig 2 Field PLC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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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图 2现场 PLC 柜，将组态完成的 PLC 安装在柜内导轨上，在安装附属的空气开关、

继电器等元件，通过导线与现场设备连接。两组 PLC 之间通过 DP 网线或工业以太网线进行通

讯。

3 S7-300PLC 软件编程

3.1 STEP7 软件简介

当STEP7 编程软件是一个用于SIMATI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组态和编程的标准软件包。

STEP7 标准软件包中提供一系列的应用工具，如：SIMATIC 管理器、符号编辑器、硬件诊断、

编程语言、硬件组态、网络组态等。STEP7 编程软件可以对硬件和网络实现组态，具有简单、

直观、便于修改等特点。该软件提供了在线和离线编程的功能，可以对PLC 在线上载或下载。

利用STEP7 可以方便地创建一个自动化解决方案。图 3为创建一个自动化项目的基本步骤。

图 3 创建自动化项目的步骤

Figure 3 Steps to create an automated project

项目可用来存储为自动化任务解决方案而生成的数据和程序。这些数据包括：硬件结构的

组态数据及模板参数；网络通讯的组态数据以及为可编程模板编制的程序。它们都被收集在一

个项目下。

在生成一个项目后，先插入站，然后可以组态硬件。在组态硬件时，可以借助于模板样本

对可编程控制器中的CPU 及各模板进行定义，通过双击站来启动硬件组态的应用程序。一旦存

储并退出硬件组态，对于在组态中生成的每一个可编程模板，都会自动生成S7/M7 程序及空的

连接表。连接表可用来定义网络中可编程模板之间的通讯连接。硬件组态完成后就可为编程模

板生成软件。为可编程模板编制的软件存储在对象文件夹中。对该对象文件夹称作

“S7-Program”。在子菜单中，可以选择想要生成的块的类型(如：数据块，用户定义的数据

类型，功能，功能块，组织块或变量表)。打开一个空的块，然后用语句表，梯形图或功能图

输入程序。

在完成组态，参数赋值，程序创建和建立在线连接后，可以下载整个用户程序或个别块到

一个可编程序控制器。在下载完整的或部分用户程序到CPU 之前，把工作方式从RUN 模式置到

STOP 模式。可以通过在线连接下载各个块或整个用户程序到RAM。当电源关断后和CPU 复位时，

保存在他们上面的数据将被保留。另外，可以从可编程控制器中上载一个工作站，或从一个S7

CPU 中上载块到PG/PC。这样，当出现故障而不能访问到程序文档的符号或注释时，就可以在

PG/PC 中编辑它。

用于S7-300 的编程语言有：梯形图(LAD)，语句表(STL)和功能块图(F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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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 是STEP7 编程语言的图形表达方式。

它的指令语法与一个继电器梯形逻辑图相似：当电信号通过各个触点复合元件以及输出线

圈时，梯形图可以让你追踪电信号在电源示意线之间的流动。

STL 是STEP7 编程语言的文本表达方式，与机器码相似，CPU 执行程序时按每一条指令一

步一步地执行。

FBD 是STEP7 编程语言的图形表达方式，使用与布尔代数相类似的逻辑框来表达逻辑。

STEP7 编程软件允许结构化用户程序，可以将程序分解为单个的自成体系的程序部分。从

而使大规模的程序更容易理解，可以对单个的程序部分进行标准化。程序组织简化，修改更容

易。系统的调试也容易了许多。在S7 用户程序中可以使用如下几种不同类型的块：

组织块(OB)是操作系统和用户程序的接口。它们由操作系统调用，并控制循环和中断驱动

程序的执行，以及可编程控制器如何启动。它们还处理对错误的响应。组织块决定各个程序部

分执行的顺序。用于循环程序处理的组织块OB1 的优先级最高。操作系统循环调用OB1 并用这

个调用启动用户程序的循环执行。

功能(FC)属于用户自己编程的块。功能是“无存储区”的逻辑块。FC 的临时变量存储在

局域数据堆栈中，当FC 执行结束后，这些数据就丢失了。

功能块(FB)属于用户自己编程的块。功能块是具有“存储功能”的块。用数据块作为功能

块的存储器(背景数据块)。传递给FB 的参数和静态变量存在背景数据块中。背景数据块(背景

DB)在每次功能块调用时都要分配一块给这次调用，用于传递参数。

系统功能块(SFB)和系统功能(SFC)是STEP7为用户提供的己编程好的程序的块，经过测试

集成在CPU 中的功能程序库。SFB 作为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并不占用程序空间，是具有存储能力

的块，它需要一个背景数据块，并须将此块作为程序的一部分安装到CPU 中。

STEP7 的调用结构如下图4 所示：

图 4 STEP7 的调用结构

Figure 4 Call structure for STEP7

3.2 程序解读举例（循环水泵与控制阀门连锁）

图 5 STEP7 连锁程序项目

Figure 5 STEP7 Chai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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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STEP7 程序编辑器，打开泵阀连锁程序项目。

图 6 STEP7 OB1 程序

Figure 6 STEP7 OB1 program

在泵阀连锁项目中打开程序中的 OB1，在 OB1 中查看解读基本调用的 FB、FC 程序。

图 7 STEP7 FB 程序

Figure7 STEP7 FB program

在泵阀连锁项目中打开程序中的 FB3，在 FB3 中查看解读循环水泵程序。

图 8 STEP7 循环水泵程序

Figure 8 STEP7 Cycle Water Pump Procedure

在泵阀连锁项目中打开程序中的 FB4，在 FB4 中查看解读控制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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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STEP7 控制阀程序

Fig. 9 STEP7 Control Valve Procedure

在泵阀连锁项目中打开程序中的 FC1，在 FC1 中查看解读循环水泵与现场仪表信号控制程

序。

图 10 STEP7 现场仪表信号控制程序

Fig. 10 STEP7 Field instrument signal control procedures

在泵阀连锁项目中打开程序中的FC2，在FC2中查看解读控制阀与现场仪表信号控制程序。

图 11 STEP7 循环水泵与控制阀程序

Fig. 11 STEP7 Cyclic Pumps and Control Valve Procedures

在泵阀连锁项目中打开程序中的 FC3，在 FC3 中查看解读循环水泵与控制阀程序

4 结论

水循环系统是生产线公辅系统的重要环节，本文首先介绍了水循环系统的必要性和主要工

艺，对水循环系统工艺控制进行详细剖析，然后针对西门子 S7-300 系列 PLC 的特点结合水循

环系统的控制进行硬件讲解和程序编程，用以实现水循环系统的自动控制。PLC 技术可以实现

逻辑控制、顺序控制、定时、计数、算术运算、数据处理、数据通信等功能，并且具有处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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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中断、自诊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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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S7-300 与 S7-1200PLC 之间的以太网通信

卢晓兵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 要：本文以西门子 S7-300 系列 PLC 和 S7-1200 系列 PLC 为研究对象，以十字路口交通灯为例，利用 TIA

Portal V15 编程软件进行硬件组态和软件编程。实现了两台 PLC 之间的以太网通信以及触摸屏对两台 PLC

的监控功能。

关键词：西门子 PLC 以太网 触摸屏

Ethyernet communication between Siemens s7-300 and s7-1200 PLC

Lu Xiaobing
(Jingtang Operation Division,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angshan

063200,China)

Abstract: The Siemens S7-300 series PLC and S7-1200 series PLC are cho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is paper. The intersection traffic lights are exampled by using the TIA Portal V15 programming

software for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and software programming. The Ethernet communication

between PLC and touch screen is introduced.

Key words: Siemens PLC Ethernet

1 引言

以太网作为当今应用最为广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 具备着诸多的优点，已经成为网络通

讯领域上的标准。随 着以太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西门子 S7 系列 PLC 的通讯 方式开始大

量使用工业以太网通讯，MP277/377、xP177B 等系列触摸屏也集成了以太网接口，力求所有的

接口都统 一。在网络通讯时都采用以太网接口，所有的设备组成一个局域网，包括上位监控

计算机、编程设备、PLC、触摸屏都能很方便地互相访问，需要额外扩展一个设备也很方便，

只需要加一个交换机就能扩展出多个接口。本文利用 TIA Portal V15 编程软件以实例介绍了

西门子 S7-300 系列 PLC 和 S7-1200 系列 PLC 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方法以及触摸屏 通过以太网

对两台 PLC 的监控方法。

2 PLC - PLC 通讯

2.1 功能设计

利用西门子 TIA Portal V15 编程软件，实现两台 PLC(S7-300 系列：CPU 315F-2PN/DP 和

S7-1200 系列：CPU1214C DC/DC/DC)之间的以太网通讯，以及各 PLC 与触摸屏之间的以太网通

讯，触摸屏应能同时监控两台 PLC。

具体内容如下：

(1)在 S7-300 中完成一个十字路口交通灯程序：1)在十字路口，要求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

各通行 35s，并周而复始。2)在南北方向通行时，东西方向的红灯亮 35s，而南北方向的绿灯

先亮 30s 后再闪 3s(0.5s 暗，0.5s 亮)后 黄灯亮 2s。 3)在东西方向通行时，南北方向的红灯

亮 35s，而东西方向的绿灯先亮 30s 后再闪 3s(0.5s 暗，0.5s 亮)后黄灯亮 2s。

(2)S7-300 中的交通灯运行与否受 S7-1200PLC 控制。

(3)交通灯和控制在触摸屏显示出来。

2.2 硬件组态及以太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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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两台 PLC 之间的以太网通讯，先对两台 PLC 之间的硬件进行组态，打开博途软件，

创建项目，命名为“项目 1”，打开“项目 1”，在“项目 1”下添加新设备，选择控制器，

找到 S7-300CPU 下面的 CPU 315F-2PN/DP 型号的 PLC，点击确定，如图 1所示。

图 1

选中 CPU，点击属性中的以太网地址，添加子网 PN/ IE1，在 IP 协议中，设定 IP 地址为

192.168.0.4，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0，至此，S7-300 的 PLC 硬件组态已完成，对 PLC 进

行编译和下载，出现如图 2所示画面。点击“下载”，完成 PLC_1 硬件组态的下载。

图 2

接下来完成 PLC-2CPU 的组态，在“项目 1”下添加新设备，选择控制器，找到 S7-1200CPU

下面的 CPU1214C DC/ DC/DC 的型号的 PLC，点击确定，如图 3所示。

图 3

选中 CPU，点击属性中的以太网地址，添加子网 PN/IE1，在 IP 协议中，设定 IP 地址为

192.168.0.1，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0，至此，S7-1200 的 PLC 硬件组态已完成，对 PLC

进行编译和下载。接下来进行PLC-1和PLC-2之间的以太网通讯，在PLC- 1 [CPU 315F-2PN/DP]

的程序块下添加新块 Main[OB1]，打开 OB1，选择右边通信下面的 TCON 块，对连接参数进行设

置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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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再对块参数进行设置，如图 5所示。

图 5

选择传输数据块 TSEND，块参数设置如图 6所示。

图 6

选择数据接收块 TRCV，块参数设置如图 7所示。

图 7

选择断开通讯连接块 TDISCON，参数设置如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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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PLC-1的以太网通讯块已经设置完成，再按照图4-图8对PLC-2的以太网通讯块进行设置，

然后分别对 PLC-1 和 PLC-2 进行下载，下载成功后，PLC-1 和 PLC-2 之间就成功地建立了以太

网通讯。

3 PLC -触摸屏通信

在“项目 1”下添加新设备，选择 HMI，在 SIMATIC 面板下找到 TP 177B 6” PN/DP，点

击确定，点击属性里的以太网地址，选择子网 PN/IE-1，填写 IP 地址 192.168.0.188，子网掩

码 255.255.255.0，至此，触摸屏的硬件组态已经完成。点击 HMI-1[TP 177B 6”PN/DP]下的

连接，出现如图 9所示画面。

图 9

点击添加连接，命名为连接_1，通讯驱动程序选择 SIMATIC S7 300/400，再点击添加，

命名为连接_2，通讯驱动程序选择 SIMATIC S7 1200，如图 10 所示。

图 10

点击连接_1，点击参数，触摸屏接口选择 ETHERNET，HMI 设备地址填写 192.168.0.188，

访问点填 S7ONLINE，PLC 地址填写 192.168.0.4，扩展插槽填 2，机架填 0，循环操作打钩，

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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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点击连接_2，点击参数，触摸屏接口选择 ETHERNET，HMI 设备地址填写 192.168.0188，

访问点填 S7ONLINE，PLC 地址填写 192.168.0.1，扩展插槽填 1，机架填 0，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分别对 PLC_1，PLC_2，HMI_1 进行下载。触摸屏运行界面如图 13 所示。

图 13

4 结束语

本文以实例介绍了西门子 S7-300 系列 PLC 和 S7-1200 系列 PLC 之间的以太网通信以及触

摸屏与 PLC 之间的以太网通信。通过以太网对 PLC 之间和触摸屏与 PLC 间进行通信具有通信速

度快、稳定性好、设置方便、编程简单等特点，将是未来 PLC 通信的主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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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河二马资源再利用自控系统开发及应用

李长江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计控检验中心)

摘 要 文章主要介绍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在矿山生产线中的应用，以二马资源再利用项目为背景，重点突

出自动化控制系统对稳定工艺流程和降低人工劳动力起到的核心作用，其中也详细介绍 profinet 网

络在矿业公司自控系统中的首次运用，通过灵活简单的组网方式与设备厂家成套系统的通讯，实现

全厂生产流程的自动化监测和控制，为矿山数字化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资源 自动化 profinet 数据库

1 前言

为积极贯彻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矿业公司以市场为基础，以持续提高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资源节约、能源高

效利用、水资源节约、清洁生产、以及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追求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的最佳

化；按照“减量、再用、循环”的方针统筹规划，使资源充分、合理利用，有效控制和消除环

境污染；用较少的资源、原材料和能源投入，生产出更多市场需要的产品，使资源利用更合理、

更充分，产品生产成本更低、市场竞争力更强，实现生产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的目标。

2011 年 7 月大石河铁矿曾委托北京致力恒力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对裴庄东土排土场、

二马南排土场和二马西排土场的废石进行了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建材技术指标，放射性符合建

筑主体材料技术要求。根据《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规定，可用来生产建

筑砂石料。

2015 年 11 月，大石河铁矿按照公司资源再利用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对二马 3#干选机实施

改造，形成简易的建筑砟生产线，2017 年 2～3 月份在原有生产线基础上增加颚破工序，并在

两道破碎后增加磁滚筒，回收矿石,测算生产线基本能实现盈亏平衡。二马现有砂石生产线作

为资源再利用产业先行的试点，充分证明了利用二马排土场废石资源生产建筑砂石料是可行的。

2014 年底,大石河铁矿干选全面停止，加之自有原料资源枯竭，采矿全线停产，大量人力、

设备闲置。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排土场废石资源充足、人力设备闲置和周边地区建筑

砟需求量较大的实际，2017 年大石河铁矿拟利用排土场废石资源生产建筑砟，兼顾原料回收，

合理消化采矿闲置人员及设备，实现多种经营，打造非矿产业，做好矿产资源低谷期生产转型

发展。

2 工程概述

二马综合利用项目建成后，处理原料 377 万 t/a，年作业时间为 5760h，主要产品为干选

矿石、粗精矿、10-25mm 建筑砟、5mm-10mm 建筑砟、0.5-5mm 建筑砂。各产品产量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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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产品产量表

名称 产率 % 小时产量 t/h 年产量 万 t/a

10-25mm 建筑咋 41.800 273.59 157.59

5-10mm 建筑咋 16.340 106.95 61.60

0.5-5mm 建筑砂 22.325 146.12 84.17

-0.5mm 细泥 14.435 94.48 54.42

干选矿石 5.000 32.73 18.85

粗精矿 0.100 0.65 0.38

工艺流程：从二马区域及羊崖山区域由矿车运输至半移动破碎站，经隔出+500mm 大块后，

再经棒条给料机提前筛除-100mm 小块后,给入颚式破碎机进行破碎，破碎后产品与-100mm 小块

物料经胶带机（机头磁滚筒干选）转运至中间仓，经振动给料机给入胶带机,再转运至 1 台粗

筛进行干式筛分，+25mm 物料经胶带机（机头磁滚筒干选）给入中破碎机进行中碎，破碎产品

再经胶带机（机头磁滚筒干选）转运至中筛进行筛分，+25mm 物料经胶带转运至细破碎机，破

碎后物料经胶带转运至中筛形成闭路筛分破碎，粗筛及中筛筛下产品经胶带机（机头磁滚筒干

选）转运至细筛进行湿式产品筛分，+10mm 及 5~10mm 物料经胶带机转运至堆场堆存，-5mm 物

料经泵送至磁选机选别，选别粗精矿自流进入厂房外沉淀后，由挖掘机挖取发运。选别后细泥

经洗筛机选取 0.5~5mm 建筑砂，经胶带机转运至堆场堆存，剩余细泥自流给入泵池，经泵送至

浓缩机浓缩后，泵送至羊崖山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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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利用在矿业公司是一条新生产线，更是矿山环保型建设项目典范，每个作业流程环

节都要体现绿色生产的主题，因此自动化控制模式成为本次项目的重要实现目标。

3 PLC 与工业自动化关系

PLC 控制系统是在传统的顺序控制器的基础上引入了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

技术和通讯技术而形成的一代新型工业控制装置，目的是用来取代继电器、执行逻辑、记时、

计数等顺序控制功能，建立柔性的程控系统。具有通用性强、使用方便、适应面广、可靠性高、

抗干扰能力强、编程简单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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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设备中，有大量的数字量及模拟量的控制装置，例如电机的启停，电

磁阀的开闭，产品的计数，温度、压力、流量的设定与控制等，而 PLC 技术是解决上述问题的

最有效、最便捷的工具，因此 PLC 在工业控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直以来，可编程序控

制器简称 PLC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为各种各样的自动化控制设备提供了广

泛、可靠的控制应用。

PLC 主要能够为自动化控制应用提供安个可靠和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适合当前自动化工

业企业的需要。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工业控制领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

PLC 不断地采用新技术以及增强系统的开放性，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PLC

将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讯技术融为一体，成为实现单机、车间、工厂自动化的核心

设备，其具有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组合灵活、编程简单、维修方便等诸多优点。

随着技术的进步，其控制功能由简单的逻辑控制、顺序控制发展为复杂的连续控制和过程

控制，成为自动化领域的三大技术支柱。特别是在机器人、CAD/CAM 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主

要应用的技术领域有：顺序控制、过程控制、位置控制、生产过程的监控和管理、结合网络技

术等。把 PC 中的技术，如视窗操作系统和网络等向 PLC 领域融合、渗透和集成的技术称为 PLC

的商业技术。近年来 PC 在自动化中的应用领域也在扩大(如用计算机的 CNC 和 DCS 等)，把 PC

技术作为一种补充技术用于 PLC 中，集成起来，目的是嵌入应用，是软控制器，能实现实时延

伸，它只用廉价的芯片组就可进行浮点运算。

4 PROFINET 网络

过去，工业以太网是自动化领域控制层和管理层的主要网络类型之一，用于连接 PLC 和

PLC 或者 PLC 和上位机。这仅仅提到的是连接网络的物理介质，即工业以太网。PLC 之间或者

PLC 和 PC 之间通讯的时候，常常会使用网络协议，例如 TCP/IP，UDP/IP，S7，ISO on TCP 甚

至 FTP，Email 等 IT 协议，这些协议运行在工业以太网上，通过这些协议完成设备之间的数据

交换。与 TCP 等协议一样 PROFINET 运行在工业以太网上，只不过该协议主要用于现场级设备

PLC 和分布式 IO 之间的通讯，以及控制级 PLC 和 PLC 以及 PC 之间的通讯。所以从狭义上来说，

PROFINET 就是工业以太网中的一个协议而已。而从广义来说，当网络设备通讯使用 PROFINET

协议时，这个网络就可以称作 PROFINET 网络。

未来自动化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工业以太网向现场级渗透，目前有多家电气厂商提供实时

以太网，用于现场级通讯。对于西门子来说，PROFINET 就是西门子未来自动化发展的趋势之

一。

西门子 S7300、S7400 系列 PLC 在矿业公司应用已久，但主要以 PROFIBUS-DP 通讯为主，

CP 通讯模块主要用以和上位机通讯，PROFINET 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实时性，从过程自动化到

工厂自动化再到运动控制，其实时性可以满足各种各样的应用，PROFIBUS 也可以实现上述的

功能，不过在实时性较高的场合特别是在运动控制中，其性能与 PROFINET 无法相比，无法像

PROFINET 一样最小实时周期为 250us，抖动小于 1us 的精度。

PROFINET 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太网，借用以太网，可以同时传输 TCP 或 IT 数据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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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语音、图像等数据，这是 PROFIBUS 所无法比拟的。而且由于在以太网中，诊断更加灵

活，SNMP 协议，HTTP 协议都可以诊断 PN 设备，来获取诊断信息。从网络的任何一点，或者通

过 WLAN，随时随地访问你所需要连接的设备。另外，对于网络的扩展，PROFIBUS 只能机械的

增加 OLM 或 Repeater 等，而且增加的地点多为固定的，其缺点在设备增容时尤为体现。而

PROFINET 使用以太网的连接方式，加入交换机，插入网线连接即可。这与我们办公的局域网

相似，需要增加设备的时候，只需要连接到交换机的端口即可。

5 系统实现

本次项目，共分成两个主站控制系统：除尘和主厂，其中主厂控制生产，按监控点位分布，

划分三个分站，CPU 所有 IO 分站均以 PROFINET 网络为主，S7300 系列 PLC 作为主生产系统，

辅助系统（如泵站）采用 S7200 SMART 小型 PLC，数据交换通过 PN（profinet 简称）网络传

输介质实现，其中厂家成套系统，如：加药机、粗破机、隔膜泵，均以 PN 网络与 CPU 通讯，

灵活性较大，上位 WINCC7.0 下位 step7V5.5 编程软件，同时 2#皮带秤因项目无 PLC 采集模块，

采用 VS 平台开发数据采集服务，借助 SQLSERVER 数据库完成数据写入 PLC，并上传至二级能

源网，满足专业结算工作。

（网络图）

从网络图中，可以看到，profinet 组网空间较大，组网方式较多，施工成本低，通讯速

率快，不受终端电阻限制，如对网络进行改造和升级，直接按以太网网络拓扑方式进行即可，

故障发生时，按处理普通以太网方式即可，过程便捷，确保自控系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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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结论

PROFINET=PROFIbus+etherNET，把 Profibus 的主从结构移植到以太网上，所以 profinet

会有 Controller 和 Device，他们的关系可以简单的对应于 profibus 的 Master 和 Slave，当

然，是有区别的，但这样对应可以有助于理解。另外由于 profinet 是基于以太网的，所以可

以有以太网的星型、树形、总线型等拓扑结构，而 profibus 只有总线型。所以 profinet 就是

把 profibus 的主从结构和 ethernet 的拓扑结构相结合的产物。

PROFINET 同样是西门子 SIMATIC NET 中的一个协议，具体说是众多协议的集合，其中包

括 PROFINET IO RT, CBA RT, IO IRT 等等的实时协议。所以说 PROFINET 和工业以太网不能比，

只能说 PROFINET 是工业以太网上运行的实时协议而以。不过现在常常称有些网络是 PROFINET

网络，那是因为这个网络上应用了 PROFINET 协议而已。

参考文献

[1] 李旭;陈在平;基于 PROFINET 的实时通信技术分析[J];天津理工大学学报;2010 年 02 期

[2] 编译 沈建苗;排除 TCP/IP 基本故障[N];计算机世界;2005 年

[3] 李鑫;工业以太网 PROFINET 技术的研究与实现[D];北京化工大学;2006 年

作者简介：李长江；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计控检验中心开发员，软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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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氢罩式退火炉技术研究

宗伟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冷轧带钢生产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面临着兴建和改造老式罩式炉的新形势。目前世界上主流得罩

式炉技术有“强对流全氢罩式炉”和“高效能全氢罩式炉”，两种模式采取手段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技术实

质均遵守着强对流和全氢技术这个基础出发点，配合 PLC 控制系统适应全氢退火得严密性和安全性，从而

提高退火产量和质量得目的。

关键词：全氢罩式炉；强对流；高效能；控制系统

Research on Full Hydrogen Bell Annealing Furnace Technology

ZongWei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41)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ld-rolled strip productio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facing a new situ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ld-style bell furnaces.

At present, the mainstream hood furnace technologies in the world include “strong convection

full hydrogen hood furnace” and “high-efficiency full hydrogen hood furnace”. Although the

two modes adopt different methods, their technology essentially adheres to strong convection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of full hydrogen technolog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LC control system,

is to adapt to the strictness and safety of full hydrogen anneal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annealing.

Key words: Full hydrogen hood furnace; Strong convection; High efficiency; Control System

0 前言

冷轧罩式退火炉系统采用全氢作为保护气体，氢气相对于氮气具有导热性好、密度小、动

力粘度小、还原性强等优点。主要设备利用大功率的炉台循环风机使炉内保护气氛形成强对流

循环，达到的炉温均匀性，确保退火物料的物理均匀性能的一致性。密封内罩、充保护气氛系

统，能有效地防止退火材料面氧化、脱碳等现象，达到光亮热处理效果。

1 三冷罩式炉全氢退火炉基础技术

1.1 强对流

冷轧带钢卷罩式炉退火采用间歇式生产方式，以高炉和焦炉混合煤气作为燃料，通过内罩

对带钢卷进行间接加热。罩式炉退火是以流体力学传导理论为基础。炉料得到热量多少取决于

内罩壁的辐射传热和气体对流传热的能力。

由于轧制后的带钢横向存在着中间厚、两个边部薄的横向偏差，所以即使在较大轧制张力

下卷曲钢卷，仍会出现带钢中间部位层间压力大、两个边部层间压力小的情况，因此带钢层间

存在间隙；其次，为了减少退火工序中由于带钢层间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粘结缺陷，在保证卷齐

钢卷的条件下，应尽量降低轧制张力，这样更增大了间隙。而间隙中间充满着空气，由于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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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系数远远低于钢板的导热系数，因此，带钢卷的径向导热能力很差，影响了钢卷径向辐射

传热效果。提高辐射传热的效果，只有提高内罩壁的温度，形成较高的温度差，这势必导致钢

卷外圈过热，这是不允许的。

增强内罩壁与保护气体之间对流传热的主要途径是加大保护气体的流速。采用保护气体流

速高、流量大的循环系统，增强对流传热速度，把内罩壁上的热量尽快地传递给钢卷。

对流传热计算公式为：

Q=α(t2-t1)F

式中 Q－钢卷吸收的热量，kJ/h；

t2－ 气体温度，℃；

t1－ 钢卷温度，℃，一般为 20℃；

F－钢卷受热面积，m2；

α－对流传热系数，kJ/ m2•h•℃。

d4
3 8.0

0
 

ω0－标准状况下气体流速，m/s；

d－气体通道直径，m；

若提高 Q值，必须提高α值、t2 值或 F值。t1 值为常数，一般为室温 20℃。

若提高 t2 值，必须增加燃料提高炉温。若单纯提高 t2，而相应的条件不具备，仍然是自

然对流传热或一般强对流传热，将导致钢卷外圈过热，这是不允许的。在对流传热能力和所用

保护气体种类一定的条件下，F也是不变的。

因此，欲提高 Q值，只有提高α值。而提高α值，必须降低 d或提高ω0值。

D值取决于内罩内壁与钢卷外圈的环形空间。钢卷几何尺寸是一定的，尤其是钢卷外径作

为炉型的主要标志，是固定不变的，同时，考虑到吊扣内罩操作等原因，内罩内壁是不能缩小

的。一般正常情况下，内罩与钢卷最大外径之间一侧间隙为 100mm 左右，因此，d也是定值。

这样以来，只有提高ω0值才能提高 Q值。因此，采用大功率、大风量的炉台循环风机即

可加速气体流速，提高ω0值，从而相应提高 t2 和 F，达到提高 Q值的最终目的。这就是采用

强对流技术的理论基础。

1.2 全氢

所谓全氢是指用 100％氢作为保护气体，取代过去常规的氮氢型保护气体（氮氢型保护气

体，一般指 2～4％H2、96～98％N2）。

选择全氢作为保护气体，主要是从氢的理化性质考虑的。

标准状况下几种气体和低碳钢的密度和导热系数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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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标准状况下几种气体和低碳钢的密度和导热系数

项目 密度，kg/m3 导热系数，W/（m·K）

氢气 0.0899 0.172

氮气 1.251 0.024

空气 1.293 0.024

低碳钢 7850 69.8

从表 2－1 中看出，氢气的密度仅是氮气的 1/14，而氢气的导热系数是氮气的 7倍。氢气

重量轻，渗透能力强，可以渗入钢卷层间，充分发挥导热系数大的特点，显著提高传热效率。

氢气是还原性气体，在高温下能使 FeO 还原为铁，而氢气又能引起钢脱碳，反应式如下：

FeO + H 2 = Fe + H2O

C+2 H2=CH4 甲烷

生成的 H2O ，可在退火过程中采取热清洗手段将其除去。

氢气在钢卷中夺走碳，引起钢脱碳，应该设法避免。氢气在退火过程中脱碳是有一定条件

的，干燥的氢气脱碳的作用很小，因为这时反应速度很慢，但是氢气中只要含有 0.2％～0.3％

的水蒸气，它就会成为强的脱碳性气体。同时，在低于 700 ℃时，氢气的脱碳作用并不显著，

可以忽略它的影响。因此，针对氢气脱碳的条件，制定了避免脱碳的操作工艺。首先炉内供应

的氢气保护气体露点在-40℃～-70℃，属于高干燥性气体，对钢卷不会产生脱碳，同时在加热

阶段进行长时间的热清洗，以减少炉内水分。

全氢作为保护气体，不仅显著地提高了传热效率，从而提高了退火能力，同时提高了炉温

均匀性，保证了钢卷的力学性能，提高了冷轧板的内在质量及表面质量。

1.3 三冷轧厂罩式炉技术性能

技术性能主要包括：

型号：HICON/H2 型强对流全氢罩式炉；

用途：在氢保护气体下进行再结晶光亮退火；

退火钢卷最大外径：φ1950 ㎜；

钢卷垛最大高度：6500 ㎜；

最大装炉量： 112.5 t ；

平均装炉量： 100 t ；

最高退火温度：710℃；

炉台小时能力： 2.13～ 2.92t/h；

加热罩小时能力： 3.85～6.62t/h ；

燃料种类：焦炉煤气

焦炉煤气发热值：4050kal/ m3

烧嘴类型：高速烧嘴

烧嘴分布：炉墙分 2环，每环烧嘴错开，呈切向布置；

煤气压力：80～100mbar

煤气最大消耗量：1400kW （ 297 m3/h）

空气压力：95 m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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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最大耗量：1 600 m3/h

空气预热温度：380—420℃

保护气体成分：100% H2

保护气体质量：氧含量＜5ppm，1ppm=1mg/kg=1mg/L=1×10-6

常用来表示气体浓度，或者溶液浓度。ppm 是英文 parts permillion 的缩写，译意是每百万

分中的一部分，即表示百万分之（几），纯度：99.999％，露点：－40℃

保护气体最大消耗量：40 m3/h

炉内保护气体压力：

炉台循环风机风量：100000m3/h

冷却用水供水温度：最高 33℃

冷却用水供水压力：3～5bar

冷却用水排水温度：最大 60℃。

冷却用水量：1.8 m3/h

工艺用水供水温度：最高 33℃

工艺用水供水压力：3～5bar

工艺用水量：28 m3/h

清洗用氮气质量：氧含量＜5ppm，纯度：99.999％，

露点：－50℃

清洗用氮气压力：3～5 bar

清洗用氮气用量：120 m3/h

2 退火控制

2.1 退火工艺

罩退炉区的主要工艺就是退火。退火过程主要包括加热和冷却两个阶段。加热阶段细为升

温段和保温段，冷却细分为带加热罩进行缓冷和冷却罩风冷/水冷。

结构上，罩式炉得加热烧嘴切向布置，内罩得形式为光面和波纹型，以及冷却系统以风冷

-水冷系统和喷淋冷却系统为主要冷却系统，使得燃烧效果更好，传热更快，温度场分布更均

匀，退火时间更短，生产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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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退火工艺

2.2 控制系统

罩式退火炉采用的是西门子 S7-300PLC，在整个生产过程的生命周期中，以 S7 系列 PLC

为核心的 TIA 技术有助于实现罩退薄带钢生产力的最大化。实现了自动化集成统一性和开放

性，标准化的网络体系结构和统一的编程组态环境和高度一致的数据集成。

炉区的网络链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PROFIBUS-DP 网络，它实现了炉台与远程站点之间的

数据交换，以及变频的信号传输；一种是工业以太网，它实现了所有炉台的统一管理与监控，

实现了现场数据与二级数据库，三级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实时数据交换。两种网络将炉区构成了

一个有机的总体，实现了生产的高效，有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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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PLC 控制系统

3 结语

目前世界全氢罩式炉技术方面是比较成熟的，控制方面，对工艺严格控制，氢气安全问题

得到很好得解决。采用科学合理得集散控制系统，做到集中控制，风险分散，优化调配。但对

氢气得安全控制需要不断得深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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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77.

Lin Lin, Zhang Xinxin, Zuo Zhuan, et al. Study on the annealing thermal process of a full hydrogen annealing

furnace: mathematical model and actual side verification [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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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连退炉内带钢跑偏原因分析及措施

路新苗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000）

摘要：结合冷轧连退生产线炉热区跑偏的现状，简要描述跑偏原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如温度、张

力和板型等方面分析炉区热区跑偏的原因，并通过生产实践的总结，提出多种抑制跑偏的措施，保证生产

线稳定运行。

关键词：炉内 跑偏 分析

Cause Analysis and measures of strip deviation in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for cold rolling

Lu Xinmiao

(Jingtang Maintenance Department,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Tangshan 06300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present situation of hot zone of furnace in continuous annealing

line, it describes the principle of off-tracking briefly,analyzes the reason of off-tracking in

hot zone of furnace from different angles,for example,temperature,tension and template and so

on,and through summing up actual production,proposed many measures preventing strips

off-tracking,to protect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production line.

Key words: frunace, running deviation ,analysis

引言

在冷轧连续退火生产线上，正常生产时，带钢运行在机组中心线上是生产平稳的重要条件，

但通常达到要求是很困难的。随着机组速度的提高、产品规格的多样化，由其是当生产极限宽、

极限窄规格时，带钢的跑偏程度和概率也随之而来。带钢的跑偏严重情况不仅影响产品的质量，

而且还会对产线生产设备造成损坏，如果造成带钢断带，则带来的损失就会非常巨大。又因为

连退产线炉区是主要工艺，炉内温度高，更增加了跑偏断带的风险。因此带钢跑偏一度成为限

制连退产线产量和品质量的主要条件。本文正是结合实际生产经验以及产线设备现状，对带钢

跑偏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以为后续的纠偏控制工作奠定基础。

1 跑偏现状及原因分析

1.1 跑偏现状

某厂冷轧连退产线于 2008 年投产，整条产线由西马克设计，主控系统西门子开发，炉区

由斯坦因厂家开发设计，整个炉区分预热、加热、均热、过时效及冷却工艺段，在炉区热区（如

图 1 所示）安装有德国 EMG 公司生产的纠偏控制系统。纠偏装置分布图如下图所示。2011 年

全年在炉区热区出现多次跑偏，尤其是在炉区入口处，当生产宽薄带钢时，一旦跑偏极易造成

生产线暂时停产，由于炉内温度高，经常会发生带钢过热或是过烧，导致飘曲的情况，严重影

响了正常的生产节奏，制约着连退线产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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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炉区热区

Fig.1 Hot zone of furnace

1.2 跑偏原因分析

针对跑偏现象，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2.1 温差引起跑偏

由于跑偏发生在热区，且在炉区入口处跑偏严重，需要考虑温度变化对带钢跑偏的影响。

炉区加热段入口 1号纠偏处正是带钢冷热变化剧烈、内应力急剧释放之处，若带钢两侧温度差

异过大，在带钢中心线向边两侧就会出现张力差，形成一个横向的转矩，从而导致带钢向受力

侧移动，最终造成带钢的跑偏。

1.2.2 焊缝及上道工序的影响

带钢在入炉前就已经跑偏，进入炉内跑偏量被逐渐放大。比如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如焊缝

处理的不好，就会产生跑偏，实际生产中也有多次跑偏直接发生在焊缝处，通过生产历史数据

曲线可以很直观的发现这一点。若是在焊接时，两种规格的带钢焊接的中线与生产线的中心线

不垂直，则这种偏差随着产线的运行，如果得不到控制就会逐渐放大，进入炉区再由于温度变

化，就会产生不可逆转的跑偏量，达到纠偏的控制能力，最终跑偏严重而停车。

1.2.3 炉区加热段张力设置不合理

纠偏装置的控制依据是靠带钢和辊子之间的摩擦力来纠正带钢跑偏。这个摩擦力主要靠辊

子施加在带钢上的张力来实现。当带钢发生跑偏时，其实是辊子对带钢形成了一个横向的分力

F1(如图 2所示)，使带钢在分力的作用下偏离生产线中心线。因此通过调整带钢的张力，增大

带钢和辊子之间的摩擦力，可以避免带钢跑偏。对比同一规格的数据曲线发现，宽薄规格的带

钢跑偏的几率最大，因此认为跑偏和张力设置有关，薄规格带钢的张力设置需要优化。但张力

的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结合生产实践逐步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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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带钢跑偏受力分析

Fig.2 The force analysis for the strip off-tracking

1.2.4 地质构造造成跑偏

本厂址是位于中国曹妃甸工业区，建设在填海造陆形成地基上，地基下沉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整个厂区内看，地基下沉速度也不完全一样。地基下沉造成的设备偏差，几毫米的设备偏差，

随着机组速度的不断提高，对机组跑偏的影响越大。随着机组速度的不断提高，加快了带钢跑

偏的速度，因此无论调试初期设备安装是多么精确，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需要时常调整设备

的安装精度。

1.2.5 板型缺陷影响跑偏

产品本身板型缺陷也是造成带钢跑偏的重要因素。板型缺陷主要有镰刀弯、浪形、飘曲。

浪形有多种类型，如一边浪、二边浪、中间浪、两肋浪、周期性浪、局部浪。其中镰刀弯和单

边浪对炉区跑偏影响最大。因此，如何消除或减弱板型缺陷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2 跑偏控制措施

2.1 炉内设备保养

利用产线检修时对炉内设备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加热段出炉区部分辐射管有裂痕，怀疑

是加热温度不均造成。于是连续组织几次检修，更换了损坏的辐射管，精确调整了加热段辐射

管的空燃比，保证辐射管的燃烧效率。同时又从自动化的角度检测了一批管温热点偶，确保检

测的温度和实际温度一致，保证了炉内带钢的温度控制精确。

2.2 严控上道工序及焊缝质量

通过观察焊缝的质量，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焊缝都有这种现象，因此可以排焊机本体系统故

障。经分析发现入口开卷后在焊机处定位时，前期经常出现定位不准确，然后由操作人员手动

操作，重新定位后再焊接的情况，研究认为这种条件下造成焊接出现微小偏差的可能性较高。

因此，我们对入口开卷处的带钢甩尾到焊机的定位系统做了优化改造，消除了定位不准确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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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避免了这一状况的再次发生。同时制定出细致的操作规程，对焊接前跑偏和焊接后跑偏都

做严格处理，消除开卷阶段出现的跑偏对炉区入口处跑偏的影响。

2.3 优化炉内张力控制参数

经过多次实践的摸索，我们从张力入手，探索出改善跑偏情况的操作措施。在生产过程中，

操作人员监控到发生跑偏时，会采取先增加跑偏区域 40%的张力，然后再降速的办法，通过实

践证明这种方式可以有效降低跑偏程度，对于局部原因造成的跑偏有很好的纠正效果。

2.4 减少板型缺陷

对于板型缺陷来说，双边浪和中浪是最不容易引起跑偏的。我们将这种需求反馈到酸轧生

产线上，通过调整酸轧轧机参数，并通过多次测试，调整薄规格带钢的板型缺陷以双边浪为主，

最大程度的减少跑偏几率。

3 综述

完全消除带钢的跑偏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应用多种手段的组合优化来降低跑偏故障，通

过多种手段的组合调整，连退产线发生跑偏停车或影响产品质量的事件大大减少。同时我们对

自动化控制程序也进行了优化，添加了炉内带钢跑偏报警连锁，当跑偏量过大时，会第一时间

通过报警器来警示操作人员注意，从而做出操作调整，保证跑偏降低到最少。今后我们将不断

从新的方向继续探索，为生产线的平稳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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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剪自动化控制

谢贤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 唐山 063000）

摘要：飞剪是冷轧机组在生产中的关键性设备。本文主要介绍飞剪在带钢轧制过程中的功能和

自动控制原理。飞剪采用数字直流传动系统和 PLC 自动控制系统完成对带钢的自动剪切, 通过

PLC 的输入、输出信号实现飞剪的启停控制、飞剪速度的控制、剪切长度的控制以及飞剪运行

状态的变换。

关键词： 冷轧；飞剪；直流传动；自动控制

0.前言

在冷轧的生产工艺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避免轧制过程中在焊缝位置剪切分卷而导致停

车，因此在出口段安装了一台滚筒式飞剪，对带钢进行自动剪切，从而提高了产品的合格率；

另外当飞剪的后续设备出现故障，生产无法正常进行需要维修时，也需要启动飞剪对正在轧制

的钢带进行切断，以确保生产和维修的安全性。这对提高生产效率是非常有帮助的。由此可见

飞剪是冷轧机组生产工艺中非常重要的设备之一。飞剪相对于普通剪，飞剪的剪切速度要快的

多，举例说明，首钢京唐二冷镀锌 3#机组出口采用飞剪，而镀锌 4#机组采用普通的液压剪，

两者作比较，如果以同样 90m/min 的速度生产,4#线的剪子在切不到 20 刀的情况下，出口活套

套量就已经达到上限，而此时 3#线的飞剪就可以剪切达 90 多刀，剪切效率是普通剪 4倍多，

所以飞剪更适应轧制线高速化程度的发展。

飞剪模型

1.飞剪剪切长度调整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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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艺要求，飞剪要将轧件剪切成一定长度。因此，要求飞剪的剪切长度能够调整。飞

剪可以使用以下两种工作制。

1.1 启动工作制

启动工作制是指剪切一次后，剪刃在某一位置，下次剪切时，飞剪重新启动。这种工作制

的飞剪主要用于轧件的切头、切尾或一定长度且速度较小的轧件。飞剪的启动可由人工操作，

也可自动控制。此时被剪切轧件的长度按照下式确定：L=L0+V0Ti（1）

（1）式中 L0：表示从检测装置到飞剪的距离，m;V0：轧件前进的速度，m/s; Ti飞剪由启

动到剪切的时间，s。

在调节固定长度时，通常不采用改变 L0的方法，而用延时的方法来改变时间 Ti。

1.2 连续工作制

在轧制速度较高的情况下，即当每剪切才启动一次点击已经来不及了，则采用连续

工作制。多用于双滚筒式飞剪，如果飞剪双滚筒的直径相等，被剪轧件以等速运动，那

么剪切的长度由下列公式确定：L= V0T（2）

（2）式中 V0：轧件前进的速度，m/s；T：两次剪切的时间间隔，s。

由公式可以看出，当轧件运行速度不变时，在飞剪的轧件长度只同相邻的两次剪切的时间

间隔 T有关。

我们这里采用的是启动工作制，剪切时带钢处于失张状态。

2.飞剪工作原理

2.1 飞剪工艺参数

剪切带钢宽度: 1000 to 2080mm

剪切带钢厚度: 0,4 to 2,5mm

屈服强度: 120 - 1100N/mm^2

抗拉强度: 250 - 1400N/mm^2

剪切速度: 60m/min

电机功率： 37kW by 1500Rpm

最短切带钢长度 : 505 mm

转毂直径: 321.5mm

刀的数量: 2

夹送辊直径 : 250mm

夹送辊夹力 : 3,4kN

10271027



夹送辊电机功率 : 3,5kW by 80Rpm

2.2 飞剪启动信号控制

由于要求飞剪在焊缝处进行剪切，不能影响带钢原有的速度，这就要求控制系统既要对飞

剪的启动时刻作出判断又要控制飞剪的运行速度，以保证在焊缝处进行剪切。飞剪平时停在

HOME 位，由编码器反馈剪刃的角度。例如剪切点在焊缝前 5M 处进行剪切，这一距离由焊缝跟

踪系统精确定位，当剪切点到飞剪的距离所用时间等于剪刃由起始位加速到剪切角所用时间时

启动飞剪。

2.3 飞剪速度控制

飞剪是在带钢运行时进行剪切所以必须保证剪刃加速到剪切角时纵向速度等于带钢速度，

以避免堆钢。实际应用中剪刃的速度略超前带钢速度的 3%，当带钢的厚度大于 0.7MM 时，剪

刃的速度略超前带钢 5%，带钢速度由变频电机内部的速度计测得。

转鼓各个角度示意图

首先加速运行到带钢速度，启动时间 T1，加速到带钢速度时刻 T2 此时剪刃接触到带钢进

行匀速运动，剪切完成时 T3，减速到起始位 T4。速度曲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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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速度就是带钢运行速度，飞剪加速角的计算公式：

tanA=（321.5/2-B-0.5）/（321.5/2）

C=90°-A

其中 A为剪刃接触带钢到与带钢垂直角度，B为带钢厚度，C为飞剪的加速角度。

3.剪刃间隙调节

飞剪的间隙调节由一个伺服电机和偏心轴组成，如图 3-3 所示，伺服电机即安装在飞剪转

鼓的上转鼓上，通过机械齿轮与飞剪上转鼓相连，而偏心轴即安装在上转鼓上，偏心轴不随转

鼓的转动而转动，而偏心轴的转动会影响上转鼓的位置，使上转鼓相应的抬高和降低。

飞剪的剪刃根据带钢的厚度不同，相应的剪刃间隙的也不同，下面为厂家给的剪刃间隙的

参考值。

带钢厚度（mm） 剪刃间隙（mm）

0.4-0.75 0.50

0.76-1.10 0.75

1.11-1.60 1.25

1.61-2.50 1.75

4.结论

上述许多控制原理是飞剪的基本控制理论基础。随着数字化交直传动控制系统的发展，

以及计算机控制技术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不断完善，飞剪的控制性能如：剪切尺寸精度、系

统的动静态特性也在进一步的提高，这将极大的推进冷轧机组工艺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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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取排水控制系统及双减站系统控制

费敬利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唐山 063200）

摘要：海水淡化承担着京唐公司除盐水的供应，海水淡化拥有完善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海水通

过流到进入取水泵站前池，经过格栅去除较大杂物后再由旋转滤网去除细小杂物，最后由取水

泵通过管道送至海水淡化区域内的预处理，进过预处理的过滤沉淀后送至提升泵站吸水井，再

由提升泵抽至主体进行低温多级蒸馏产出电导率低于 10us/cm 的蒸馏水有蒸馏水泵送至成品

水罐再由成品水泵送至厂区内官网供各用户使用。海水淡化的运行状态直接影响公司除盐水的

使用。每天自动化技术人员都需要根据自动化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维护以完成生产目标。

关键词：海淡化；自动化控制；维护技术，海水取排水控制系统，双减站系统控制

Seawater intake and drainage control system and double reduction

station system control

Jingli Fei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Tangshan

Operating Division, Tangshan 063200)

Absrtact: Seawater desalin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upply of desalination water

in Jingtang Company. Seawater desalination has perfect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Seawater flows into the front pool of the intake pump station, removes large impurities

by grille, then removes small impurities by rotary filter. Finally, the intake pump

is sent to the pretreatment of the desalination area through pipeline, filtered and

precipitated before being sent to the suction well of the lifting pump station, and

then pumped by the lifting pump to the main body for low temperature multi-stage

distillation to produce distilled water wit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less than 10us/cm.

The distillate water is pumped to the finished water tank and then to the official

network of the plant for users to use.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seawater desalin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use of desalted water in the company. Every day, automation

technicians need to maintain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automation equipment to achieve

production objectives.

Key words: desalination; automatic control; maintenance technology, seawater intake

and drainage control system, double reduction station system control

10311031



0 前言

通过自动化控制实现海水淡化工艺，自动化维护保障海水淡化系统稳定运行、高效生产的

关键。

1 海水淡化主要工艺流程：

2 海水取排水控制系统

主要设有流量、压力、温度、浊度、水池液位等在线检测仪表，并将检测数据引入控制系

统。

其它设备采用 1套 PLC 系统进行控制，主要控制项目有：循环水泵与水泵出口液控阀控制

及连锁；旋转滤网、冲洗水泵自动冲洗控制；拦污栅、清污机根据栅前后水位差计报警信号自

动运行；电解海水制氯系统设 1套 PLC 系统进行控制。

2.1 海水取排水 PLC 系统采用昆腾 CPU11303

其中包括机架、电源模块、CPU 模块、通讯模块、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输

出模块、以太网模块等。取排水编程软件为 CONCEPT V2.6，使用的编程语言有 LL984 和 IEC,

其中取水泵系统采用 LL984 编程，制氯系统采用 IEC 编程。几乎类似，IEC 功能略强大点。

2.2 取水泵系统采用 IFIX4.0 做上位画面

简单软件介绍、系统画面操作流程、重要参数报警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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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维护技术重点

画面启动包括单体启动和连锁启动，其中连锁启动时，除了点击油泵启动，其他的只需点

电机启动即可按程序启动，实现自动启动；单体启动则需要 油泵、加热器电磁阀、润滑水泵

阀、液控阀、泵电机依次启动，实现起泵动作。

在液控阀打到集控状态下，上位按钮启动/停止油泵。

点击画面启动按钮，先打开润滑水泵阀电加热器电磁阀，电磁阀得电，启动按钮自锁保持；

润滑水泵阀电加热器打开后，润滑水泵阀打开；润滑水阀泵阀开到位后，延时 120 秒后出口液

控蝶阀开阀；（条件：选择开关必须在集控位置）启动电机，水泵画面连锁启动。

2.4 连锁报警系统

定子温度大于 120℃报警，大于 139℃停机；电机轴温大于 90℃报警，大于 104℃停机；

泵轴温大于 70℃报警，大于 84℃停机；（当温度大于等于报警值后。后面的红灯就会显示并红

绿闪烁发出报警信号，但不会影响设备运行；当大于等于停机值就会连锁程序停机）。连锁启

停水泵时，液控阀开 15 度时，水泵电机启动，液控阀关闭 75 度时，水泵电机停止。开到 15

度时，15 度灯亮；75 度时，75 度灯亮。

泵轴承润滑水流量小于等于 20L/min 报警。小于等于 15L/min 停机；泵过滤器差压开关大

于等于 0.05MP 报警。大于等于 0.07MP 停机；

取水泵出口压力 4-20mA 量程转换；（量程 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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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轴承温度 84℃连锁停机；泵轴承润滑水流量<=15L/min 连锁停机；泵过滤器差压开

关>=0.07MPa 时，延时 5秒连锁停机；吸水井液位低于 2.5m 时，延时 5秒连锁停机：（为设备

运行寿命，液位连锁解除。

取排一步取水泵分 1#2#3#泵，二步分 4#5#6#泵。程序画面大体类似一样，其中 2台泵公

用一个吸水井。

定期维护水泵系统仪表有出口温度（热电阻）、出口压力、出口流量、吸水井液位计、流

量开关、压力开关等，以吸水井液位，定期效验仪表，发现损坏超标及时更换或修理。

3 双减站控制系统

3.1 减压控制

蒸汽的减压过程是由减压阀来实现的，其减压级数由新蒸汽压力减后蒸汽压力之差值来决

定。减压阀的压力调节是通过压力变送器和 PID 调节模块（PLC），再由气动执行机构操纵带动

与减压阀瓣相连的阀杆，使阀瓣在套筒内上下运动，以改变通道面积的大小来达到节流减压的

目的。

减压阀采用套筒结构减压，增大了流量可调比，减少了阀门泄漏量；阀内设有窗口，改变

窗口的截流面积，形成各种流量特性并实现流量的调节，不平衡力小，稳定性好，不易震荡，

允许压差大，且有降低噪音作用。

3.2 减温控制

是用来调节冷却水压力和喷水量大小的，从而达到控制温度的目的。其中主要靠给水调节

阀来调节，该阀无给水回路系统，方便了用户布局。给水调节阀设有不同 Kv 值，根据用户所

供的冷却水压力 Pb，选择调节阀承受的适当压差。当用户所供的冷却水压力大于 0.6M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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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为给水调节阀前另装节流装置），节流装置内节流圈的数量和节流孔的大小根据给水的流

量设计。

3.3 维护技术重点

（1）每天对双减站进行点检作业，点检范围现场变送器防护措施是否得当有效；仪表指

示是否在正常范围；有无报警，接线和是否牢固有效，电缆有无破损现象，防护措施是否

得当，绝缘是否完好；取压管线性能是否良好，有无破损现象，防护措施是否得当，有无

积尘积水；热电阻是否接线牢固有效，有无积尘、防护措施是否得当。

（2）每天检查气动调节阀气源表压力是否正常，正常在 0.4 到 0.6MPa。检查气源管及接

头是否有漏气现象。如出现气压不稳、气源管接头漏气现象及时通知主控人员，在不影响

生产的条件下，开工作票处理。

（3）由于蒸汽管道震动较大仪表接线易松动，会造成信号不稳或丢失，需定期紧固仪表

接线端子。做好联系确认，解连锁后在操作。

（4）冷却管及导压管有泄漏会造成压力或流量不稳、失真。一经发现，及时处理，将一

次阀门关严，并紧固冷却管及导压管接头。

（5）每天对双减站进行打扫工作，认真擦拭仪表表头、阀门定位器、接线电缆、仪表柜，

保持清洁、卫生。

（6）定期备份程序及画面，备份前应与操作人员做好联系确认，开具相应票据再操作。

4 结论：

取排水控制系统，双减站控制系统是海水淡化整个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系统是否能正

常稳定运行直接关系着整个主体的生产效率。本操作法的应用意义就在于不但可以提高处理故

障效率，还可以提升自己技能水平，而且对工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掌握，同时还可以作为维

护资料用于对新职工展开培训工作。目的是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为达到稳产、顺产提供保障。

Schneider Electric, CitectSCADA_V5.5 Technical Manua 

[4] 施耐德电气，PTQ-PDPMV1 – 热备冗余手册 v2[1].0

Schneider Electric ，Based on the new Unity of Modicon Quantum Hot Standby Reference Manual，2006，CN 

[2] 施耐德电气，采用 Unity Pro 的 Quantum 的热备系统用户手册，2006

Schneider Electric, with Unity Pro Quantum Hot Standby System User's Manual, 2006 

[3] 施耐德电气，CitectSCADA_V5.5 技术手册

参考文献：

[1] 施耐德电气，基于 Unity 的 Modicon Quantum 全新双机热备参考手册 2006

Schneider Electric, Hot Standby Edition Announcement v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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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鼓风机防喘阀的应用

王安龙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唐运行事业部 唐山 063000）

摘要：本文以京唐公司高炉鼓风机站防喘阀为基础，简要介绍了防喘阀在京唐高炉鼓风机系统

中的应用情况，对于学习风机防喘部分的基础知识以及为自动化维护工作提供简单的帮助。

关键词：手操器、伺服控制器、伺服阀、位置变送器。

Application of anti-surge valve of blast furnace blower

Wang Anlong

（Beijing Shougang Automation information Techinology Co.LTD Shouqin Maintenance Department

Qinhuangdao 066000）

Abstract: No.2 blast furnace combustion fan in SQS is equipped with axial flow

compressor, which makes use of stator blade to adjust the flow with the active results

of energy sav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afety and easy operation.

Key words: stator blade adjustor, servo controller, servo valve, position monitoring,

flow measurement

0 概述

高炉鼓风机是炼铁工艺中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对于钢铁企业来说，高炉鼓风机的顺利运

行是企业效益的保障，防喘阀的应用对有效保护鼓风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 防喘系统的组成

防喘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内、外闭环控制回路：位置调节器（FIC）、伺服控制器、伺服油

缸、位置变送器等。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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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喘阀调节系统的原理

伺服油缸沿垂直方向带动调节机构动作，连接杆带动阀芯位置，从而改变阀芯和阀体之间

的间隙（也就是发生了阀位变化），即形成阀位调节。图 2说明了此过程。

如图 2所示，伺服控制器的设定值来自位置调节器（FIC）的输出，其实际值为位置传感

器测得阀位信号，经位置变送器转换成对应的电流信号（4~20mA）送给伺服控制器作为反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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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伺服控制器将设定值和反馈信号加以比较，产生一个可以驱动电液伺服阀的-60~+60mA 的

电流信号，在伺服阀的控制下 12.0MPa 的动力油驱动油缸，实现调节阀位。

1、电液伺服阀。它的作用是将电流信号转换成液压控制信号，所以又称为电液转换器。

2、位置传感器和变送器。

传感器的作用就是将实际阀位转换成成比例的电信号送给控制系统。

位置变送器的作用是将传感器测得的位置信号转换成标准电流信号（4~20mA）输出给伺服

控制器。

3、防喘阀伺服控制器。

伺服控制器在系统的作用不可小视，相当电脑的核心 CPU,人的大脑，从数据的接受，再

计算分析最后到输出命令都是它的工作。

4、位置调节器（FIC）。鼓风机调节器采用的是日本横河西仪公司的产品，型号：

YS170-012/A05。它有三种控制方式：自动（A）、串级（C）、手动（M）。

调节器在自动（A）方式下工作时，不受 PLC 控制，而是作为一台独立的设备单独控制静

叶开度。如鼓风机组有紧急情况发生，自控系统对静叶不起任何作用，有可能导致机组运行有

危险。所以机组在正常运行时， 自动化人员不主张调节器在此方式下工作。

调节器在手动（M）方式下工作时，它即是一台纯粹的手操器。这种方式一般在鼓风机检

修、调试时采用。

调节器在串级（C）方式下工作时，既受控于 PLC 系统，它的输出又可作为静叶伺服控制

器接收的指令值，所以，鼓风机在正常运行时，调节器工作在串级（C）方式下。

3 流量测量系统

压缩机输出介质流量由文丘利管测量，它测得的差压信号△p 经差压变送器送给函数计

算器，经计算得到流量值：

式中，K 是由文丘利管几何形状所决定的涉及点（p0、T0）的流量系数。然而，在实际测

量中，管道介质工作往往偏离设计点，使测量产生较大误差，所以要对上式进行校正：

式中 p0、T0——设计点的压力、温度值；

p、T——实际压力、温度值。

因此，为了进行校正，需同时测得管道中介质的压力。压力、温度的测量点应在文丘利管

F=K√△p

F=K√△p √pT0∕T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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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而且为保证测量精确，应注意文丘利管前后的直管段和压力、温度测量点位置应符合规范

要求。

4 结束语

防喘阀在鼓风机中的应用很重要，通过借鉴书籍和维护工作经验，对防喘阀有了初步的了

解和认识，我们在工作中要积极挖掘新技术和思路，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钻研思考，为

企业的节能、减增效提供技术保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风机及系统运行与维修问答》。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设备与维修工程分会《机械设备维修问答丛书》编委会编制；

2004 年 7 月第一版．第 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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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凝砂砾石坝蓄水工况的强度与稳定分析

高彦丛1 王 冲

（首钢工学院冶金安全环保学院,北京 100041）

[摘 要]：针对地基土的非线性性质，考虑水库蓄水的全过程，对坝体和地基的强度以及坝体的抗滑稳定进行了分析，分析

个例的结果表明，在个例地基土指标、个例水库运行方式下，该工程成立的可能性。

[关键词]：水库蓄水的全过程；水库蓄水路径； 水荷载分析； 地基土指标；

[中图分类号］：TU 991.34 ［文献标志码］：B

Sandy gravel foundation on the gelation gravel dam

water storage condition of strength and stability analysis

GAO Yan-cong, WANG Chong,

(Shoug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100041,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 view of the nonlinear properties of foundation soil, conside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reservoir, the dam body and foundation of strength and stability against sliding

of the dam body was analyzed,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xample results show that in an index of

foundation soil, an reservoir operation mode, the project can't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the whole process of reservoir impounding reservoir water load path analysis index

of foundation soil

在砂砾石地基上建造胶凝砂砾石坝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地基土的问题，砂砾石地基土是散粒体而且透水，

这是别于已经成功建造在岩石地基上的胶凝砂砾石坝的症结所在，因此，本文的初篇
4
先针对砂砾石非线性

本构问题，进行了完建工况的分析。这里再针对水库蓄水问题进行讨论，在完建工况中的荷载增量步只是

个单一增加的问题，不存在卸载，而蓄水过程中的荷载增量步可以是加载、也可以是卸载，对于身兼两职

的坝（对于上游水库是坝，对于下游河道是堤）还存在着不同的加、卸载路径问题。本文的分析只讨论一

个单一的加载路径。对于具体工程而言，需要视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此外，由于砂砾石地基透水，因此蓄

水过程中的扬压力是个至关重要的荷载，不可回避。

1 蓄水过程的加载路径

水荷载的增长路径不同，会得到坝与地基的不同应力状态。本文所指的蓄水过程是指坝体完建、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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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含水量饱和、E-B 参数进入蓄水期状态以后，先是水库上游蓄水，蓄水水位从零逐步增长到坝顶 14.1 米，

继而下游河道过水，过水水位从零逐步增长到最高过水位 7.0 米的全过程。

对照图 1，上游水位的升高分为 8 个增量步计算，前 6 个增量步每步水位上升 2 米，第 7 个增量步水位

上升 1.12 米，达到正常高蓄水位 13.12 米，第 8个增量步水位上升 0.98 米，达到坝顶 14.10 米。

对照图 1，下游河道过水，分 3 个增量步，前 2 个增量步每步水位上升 2 米，最后一个增量步水位上升

3 米，达到下游最高过水位 7.0 米。

图 1 蓄水计算路径示意图

上述共（上游 8+下游 3=）11 个增量步的分析成果，不需要一一展示，仅将第 7 个增量步之后的成果—

—称正常高蓄水位工况，和最后一个、第 11 个增量步之后的成果——称非常蓄水位工况展示分析于后。

2 蓄水过程中的荷载增量

蓄水过程是在坝体完建、地基土进入蓄水期状态以后的加载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水荷载。

上下游水位升高的过程中，在上下游坝坡和河床有水压面荷载，在坝体、地基内部有扬压力。扬压力作为

体力，需要先把扬压力场计算出来，然后再按扬压力场计算坝体、地基的结点荷载。

扬压力场的分析基于渗压力场的假设，由于本算例只在距离坝踵 3 米远的地基内设置一道帷幕，其后

不设置排水，坝体内也不设置排水（见图 1），如此，坝体内的渗压设其沿水平横断面按线性分布，上游坝

面渗压：当该横断面在下游水位以下，为上下游水头差；该横断面在下游水位以上，为该水平横断面的上

游水深，两者的下游坝面渗压都为零。地基内的渗压分两个区域考虑，帷幕上游地基内的渗压为常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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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水头差；帷幕下游地基内的渗压，按已知边界水头的稳定渗流场分析，其渗压边界条件为：沿下游

河床边界为零；沿建基面边界的水头按线性分布，其在帷幕点为上下游水头差乘折减系数（ ），

在坝趾点为零；沿帷幕边界为常数，即上下游水头差乘折减系数。

注意到，扬压力场是渗压力场与浮托力场的叠加，因此，有了上述渗压力场之后，考虑到各个结点坐

标位置的不同，将其不同的浮托力场叠加到渗压力场上就得到了扬压力场。

在蓄水工况的计算过程中，有 11 个水位增量步（上游 8 步，下游 3 步），每一个增量步的扬压力场自

然不同，工程上比较关心的两个扬压力场等值线，见图 2。

图 2 正常高蓄水位与非常蓄水状态的扬压力场等值线

3 水库正常高蓄水位工况分析结果

当蓄水荷载进行到第 7 个增量步之后，其运算成果就是水库正常高水位（13.12 米）工况的运行成果。

其主应力场、强度参数场展示如下图 3 和 4。

图 3 水库正常高蓄水位工况的第一、二主应力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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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水库正常高蓄水位工况的强度参数等值线图

从图 3、4上只能看出分布范围、无法看到代数极值，在正常蓄水位状态下，这个应力场的趋势是可以

理解的。图 3 表明，坝体上的第一主应力除了建基面附近外，几乎都是拉应力，上游河床出现大范围的拉

应力；图 4 表明，坝基和上游河床的安全度已不存在。

水库正常高蓄水位运行的第一、二主应力在建基面上的分布展示如下图 5，为了对应力发展过程有个印

象，图 5 上也画出了饱和土无水压的曲线。

图 5 正常高蓄水位建基面上的第 1、2 主应力分布图

图 5(a)表明，第一主应力比不蓄水时降低了，图 5(b)表明，蓄水后坝踵的第二主应力比不蓄水时也改

善了。这种应力状态的变化，其扬压力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此外，不应当把建基面上的主应力按坐标应

力去理解。

水库正常高蓄水位运行的强度参数在建基面上的分布展示如下图 6，为了对强度参数发展过程有个印

象，图 6 上也画出了饱和土无水压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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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正常高蓄水位建基面上地基和坝体的强度参数分布图

图 6 表明，对于坝体，蓄水后的安全度增加了，对于地基，蓄水后的安全度降低了。图 6 同时表明，

无论是坝抑或地基，建基面上的安全度都不存在了。

正常高蓄水位坝体沿建基面滑动的验算见后。

4 水库非常蓄水位分析结果

当蓄水荷载进行到最后一个（第 11）增量步之后，其运算成果就是水库非常蓄水位运行工况的运行成

果，此时，水库上游水位平坝顶（14.1 米），下游河道最高过水位（7.0 米）。将其主应力场、强度参数场

展示如下图 7 和 8。

图 7 上游平坝顶水位、下游最高过水位的第一、二主应力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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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上游平坝顶水位、下游最高过水位的强度参数等值线

从图 7、8上只能看出分布范围、无法看到代数极值，在非常蓄水位状态下，这个应力状态是符合常理

的，其数值却不能接受了，不论是应力抑或强度参数。

水库非常蓄水位运行的第一、二主应力在建基面上的分布展示如下图 9，为了对应力发展过程有个印象，

图 9 上也画出了上游平坝顶水位、下游无水的曲线。

图 9 上游平坝顶水位、下游水深 0 和 7 米、建基面上的第 1、2主应力分布图

从图 9(a)可以看出，只是上游平坝顶水位、下游不过水坝趾附近有局部拉应力，当下游出现最高过水

位时，除坝趾是压应力外，建基面上其它部位都是拉应力。图 9(b)表明第二主应力减小了，这符合常理，

即浮托力的缘故。

水库非常蓄水位运行的强度参数在建基面上的分布展示如下图 10，为了对强度参数发展过程有个印象，

图上也画出了上游平坝顶水位、下游无水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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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上游平坝顶水位、下游水深 0 和 7 米、建基面上的强度参数分布图

图 10 表明，上游平坝顶水位，下游不论过水与否、不论是坝体抑或地基，在建基面上都不存在强度的

安全性了。

水库非常蓄水位运行坝体沿建基面滑动的验算见后。

5 蓄水过程中强度指标的代数极值

在蓄水过程中，把强度指标（第一、二主应力和强度参数）的代数极值分成两个阶段展示：第一个阶

段为水库上游蓄水过程中的 8 个增量步，其起始结点是饱和土工况的节点，其结束节点是水库上游水位平

坝顶的节点。第二个阶段为下游河道过水过程中的 3 个增量步，其起始节点是水库上游水位平坝顶的节点，

其结束节点是下游河道过水的最高水位（7 米）的节点。

上游水位升高过程中，坝体区域、地基区域和坝体建基面上的第一、二主应力的代数极值如下图 11。

图 11 上游水位升高过程中第一、二主应力的代数极值

图 11 中的两图表明，只要上游开始蓄水（水深从 0 到 2 米），拉、压应力的绝对值就突然下降。图 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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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上游水位升高的过程中，第一主应力的代数极值始终出现在地基域中。图 11(b) 表明，第二主应

力的代数极值始终出现在建基面上。

上游水位升高过程中，坝体区域、地基区域和坝体建基面上的强度参数的代数极值如下图 12。

图 12 上游水位升高过程中强度参数的代数极值

图 12 中的两图表明，只要上游开始蓄水（水深从 0 到 2 米），安全性就骤然降低（强度参数突然加大）。

图 12(a)表明，在上游水位升高的过程中，地基域中最危险的破坏结点不在建基面上，而是在地基内部；图

12(b) 表明，坝体最危险的破坏结点始终在建基面上。

下游过水水位升高过程中，坝体区域、地基区域和建基面上的第一、二主应力的代数极值如下图 13。

图 13 下游过水水位升高过程中第一、二主应力的代数极值

图 13 中的两图表明，只要下游开始过水（水深从 0 到 2 米），拉应力就突然增加、而压应力就突然减

小。图 13(a)表明，在下游过水水位升高的过程中，第一主应力的代数极值始终出现在地基域中。图 13(b)

表明，第二主应力的代数极值始终出现在建基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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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过水水位升高过程中，坝体区域、地基区域和建基面上的强度参数的代数极值如下图 14。

图 14 下游过水水位升高过程中强度参数的代数极值

图 14 中的两图表明，只要下游开始过水（水深从 0 到 2 米），安全性就骤然降低（强度参数突然加大）。

图 14(a)表明，在下游水位升高的过程中，地基域中最危险的破坏结点不在建基面上，而是在地基内部；图

14(b) 表明，坝体最危险的破坏结点始终在建基面上。

6 蓄水过程中的坝体抗滑稳定

坝体或坝体连同部分地基滑动的计算方法有二，一是刚体平衡法（不赘述），二是剪切强度破坏法。所

谓剪切强度破坏法是沿破坏面用加权平均的办法统计逐段的剪切强度安全系数，定义滑动稳定的安全系数 K

为

)/()(
11




n

i
i

n

i i

i l
k
lK （1）

式中 n 为滑裂曲线的分段数， li为第 i 段的长度，ki为第 i 段对应的剪切强度参数，根据剪切强度参数的

定义（见初篇公式 8 和 10）则 1／ki为第 i 段对应的剪切强度的安全系数，由式（1）可见，ki的权重就是

它代表的弧长。如此，式（1）对整体滑动稳定的描述是：K=1 为整体抗滑稳定的临界状态，K>1 整体抗滑

稳定，K<1 整体抗滑不稳定。

对水库运行的几种工况进行了分析，先交待几种工况坝体沿建基面滑动的计算。建基面上的剪切强度

参数对于坝体材料和地基材料是不同的，因此，坝体沿建基面上的坝体材料与坝体沿建基面上的地基材料

滑动稳定的安全系数是不同的。计算结果见表 1。表中按刚体平衡法计算中的摩擦系数和粘滞系数用蓄水期

的地基土材料指标，此外，表中有关 7 度地震的强度分析略。

10481048



表 1 大坝沿建基面滑动的安全系数

运行状态
按刚体

平衡法

按剪切强度破坏法

沿建基面

坝体破坏

沿建基面

地基破坏

正常高蓄水位 13.12 米 3.93 2.4090 0.7407

平坝顶水位 14.1 米 3.39 1.1990 0.7402

上游平坝顶水位 14.1 米＋下游水位 7 米 4.33 0.3952 0.6386

正常高蓄水位 13.12 米＋7 度横向地震 3.33 1.3640 0.7399

正常高蓄水位 13.12 米＋7 度遇合地震 3.30 1.2800 0.7393

表 1 表明，按刚体平衡法计算大坝沿建基面滑动的安全系数都大于 1。按剪切强度破坏区域的加权平均

法，坝体沿建基面土体滑动的安全系数都小于 1。

对水库正常蓄水位工况和水库非常蓄水位工况进行了沿地基土深层滑动的分析，结果见下图 15。正常

蓄水位状态下深层滑动破坏安全系数 0.6435，非常蓄水位状态下深层滑动破坏安全系数 0.2066。对照表 1

的相应数据可知，在正常蓄水位状态和非常蓄水位状态下，大坝的滑动出现在地基的深层，而不是沿着建

基面的滑动。

图 15 正常蓄水位状态和非常蓄水位状态大坝沿地基深层滑动的安全分析

7 认识

1）水荷载中的扬压力是个至关重要的荷载，因此帷幕灌浆等防渗措施和排水措施是影响坝体强度和稳

定的手段。

2）本文针对砂砾石地基上建坝问题，在加载路径中只是考虑了加载，而没有考虑卸载问题。在具体工

程中应当具体分析。

3）分析中出现了不少剪切破坏的区域，对这些剪切破坏区域的土体，没有考虑土体的塑性分析，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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