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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any steel grades, controlling non-metallic inclusions is crucial for the smooth running of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o guarantee targeted steel properties. The Thermo Scientific™  ARL iSpark™ 
OES Metals Analyzer performs inclusion analysis simultaneously with elemental analysis, ena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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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第八版Millennium Steel China（千禧钢铁中国）。本刊以 Millennium Steel （千禧钢铁）的风格

与编辑原则为基础，但专门为中国读者编撰，其中包含了最新文章和 Millennium Steel 其他近期精选文

章的中文译文。

回顾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基础运行，涵盖我对 EAF 产量增加的明确趋势的评估，表明 BOF 炼钢已经

达到峰值，紧随其后的是钢铁厂设计、氢动力炼铁和越来越受欢迎的小型钢铁厂。第二部分是产品和应

用，涵盖各种与产品相关的流程，包括带钢、数字化、钢卷存储、粉末生产和产品应用。 

 我相信你会从中找到乐趣并受益匪浅。

非常感谢众多工厂和设备制造商、钢铁公司

以及技术组织对本刊做出的贡献，另外还要感谢

制作团队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完成本刊的排版及翻译工作。

David Price

编辑

2019 年 10 月

欢迎惠阅 Millennium Steel China 2019（2019 千禧钢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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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strip tension

33 Pinhole detection especially for metal 
packag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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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Measuring Systems in Use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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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 in

60+
Countries IMS – World Market Leader  

in Measuring Systems

20 of the 20 Biggest Steel Manufacturers Trust in IMS

Discover the world of IMS:
www.ims-gmb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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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未来，提供增值环
保解决方案

哈斯科的全球经验和多领域解决方案，使我们成为最全面的
重工业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每一天，哈斯科都与客户并肩作战，管理和解决他们最复杂
的环保挑战。哈斯科的目标是零排放。哈斯科的目的是减量
化、无害化、资源化。哈斯科的使命是创造更好的企业绩
效，展示更好的环境管理。

应用创新的工艺技术，哈斯科将副产物转化为对客户有价值
的产品，减少填埋成本，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

让我们一起努力，MAKING A WORLD OF DIFFERENCE™

© 2019 Harsco Corporation.  保留所有权利。

harsco-environmental.com
#MakingAWorldOfDifference

哈斯科环境 亚太地区办事处 中国北京市 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5号
北京发展大厦 1520 & 1521 室 电话: +86 10 6530 8766

水渣          转炉渣         电炉渣         不锈钢钢渣         除尘灰         含油污泥         氧化铁皮         废钢管理         铝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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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炼钢已达到高峰

过去五年里，通过电弧炉 (EAF) 线生产钢材迅速升温，特别是在中国。这导致氧气顶吹转炉 (BOF) 线在
炼钢业中所占的比例首次下降，因此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导致这一转变的驱动因素是气候变化、电
弧炉工艺效率的提高和废料的可用性。 

由
表 1 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 EAF 炼钢的

占例从 2013 年的 25.4% 上升到 2018 年

的 28.8%；而 BOF 的占比则相应地从 

73.3% 下降到 70.8%。这是自 BOF 炼钢工艺发明

以来，其使用比例首次大幅下降。 

中方在此贡献突出。中国 EAF 炼钢的年产量从 

2013 年的 48.4 百万吨增加到 2018 年的 107.6 百

万吨，增幅惊人（见表 2）。相当于这两年的市

场份额分别为 5.9% 和 11.6%。与全球三大钢铁生

产国相比，11.6% 仍处于较低水平；印度的 EAF 

占比为 53.3%，日本为 25.0%，美国为 68.0%，

但中国钢铁工业规模如此之大，因此这一增幅非

常显著。注意：中国目前的 EAF 钢产量超过上述

三个国家的总和。 

许多作者都曾指出（例如参考[2]），BOF 吨位

将会减少，但这种情况在 2025 年左右之前不会发

生。上面的数据仍然显示 BOF 钢产量的吨数在增

加，但占比较低，所以按照这个定义，BOF 似乎

已达到峰值!

EAF 产量在世界范围内升高的驱动因素包括:

`  气候变化——要求减少二氧化碳以及每吨钢铁

的能源消耗

`  其他环境污染气体，例如氮氧化物、硫氧化物

和粉尘

`  可再生电力的可用性提高，成本降低 

`  废品可用性增加。特别是在中国，随着消费

品、交通运输和一些工业化早期生产的基础

设施的回收利用，可回收废品的数量将继续增

加。 

`  EAF 成本不断增长，工艺竞争性不断提高（请

注意，从历史上看，钢铁产量的提高仅限于 

BOF 线：

  -通过更好的废料选择和效益，更好的除 

  铜工艺，以及在需要时使用 DRI 或 HBI， 

  铜的水平现在能够很容易控制。

  -氮水平现在可以更好地控制，即使对于 

  低碳钢也是如此。

`  小型钢铁厂的崛起，它们的资本足迹更小，灵

活性（即开-停）和转换成本更低 

`  优 质 焦 煤 和 铁 矿 石 的 成 本 和 可 用 性 受 到 制

约，BF – BOF 线日益受到不利影响。

2018 年仍有 12.8 亿吨钢铁通过 BF-BOF 线生

作者: David J Price 博士

Millennium Steel

r 表 1 按年及方法划分的钢铁产量[数据参考编号 1]

年 粗钢   EAF  EAF % BOF   BOF % 

 百万吨 百万吨  百万吨
2013 1650 420 25.4 1210 73.3
2014 1669 433 25.9 1227 73.5
2015 1620 404 25.0 1205 74.4
2016 1627 415 25.5 1202 73.9
2017 1730 472 27.9 1207 71.4
2018 1808 520 28.8 1280 70.8

r 表 2 按年及方法划分的中国钢铁产量[数据参考编号 1]

年 粗钢   EAF  EAF % BOF   BOF % 

 百万吨 百万吨  百万吨
2013 822 48.4 5.9 765 93.0
2014 822 54.3 6.6 768 93.4
2015 804 47.5 5.9 756 94.1
2016 808 50.9 6.3 757 93.7
2017 832 77.5 9.3 754 90.7
2018 928 107.6 11.6 821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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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

产。BF 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铁矿石液铁转化

器，并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击败了来自其他炼

铁方法的竞争。然而，BF-BOF 线的碳足迹确实很

高（通常每生产一吨钢材产生 1.8 吨二氧化碳）

，相比之下，废钢投入型 EAF 约为 0.25 吨，DRI 

投入型 EAF 约为 0.50 吨。全球有许多研究项目和

试点/示范项目正在进行或计划中，旨在减少炼钢

生产线的碳足迹。这包括熔融还原炼铁的差异、

高炉顶部气体回收、氢基炼铁以及二氧化碳的捕

获和储存。氢基 Energiron 工艺数据，例如[3]，

表明 90% 的煤基还原剂可用氢代替，然而，要想

在商业上可行，可再生电力需要低至 0.03 美元/

千瓦时，并降低资本成本。Hybrit 项目[4]（包含 

Energiron）分为三个阶段

`  2016-2017 –调查所有条件的可行性研究

`  2018-2024 – 在试点工厂进行试验

`  2025-2035 – 在示范工厂进行试验

其目标是到 2035 年实现炼钢工艺完全无化石燃

料。

另一个重要的项目，希萨纳炼铁工艺[5]，将 BF 

分成两部分，一个用于矿石熔化和预还原的回旋

转炉，以及一个熔融还原装置。减少 35% 的二氧

化碳，再加上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粉尘排放更

低，在 65ktpa 的试点工厂进行的试验被认为是

成功的。 

结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废料利用率的增加，资本密集

型的焦炭、熔渣、球团矿和高炉设备达到使用年

限（磨损或无法达到所需的环境标准），BOF 将

继续减少，并被日趋增加的 EAF 工厂取代。一些

行业预测表明，到 2050 年左右，BOF 与 EAF 的

产量分成比例将稳定在 50:50 左右。其他仍发挥

重要作用的高炉（或它们的工艺等效替代品）的

碳足迹将比目前的变化体更低。 MS

David Price 是英国伦敦 Millennium Steel 出版社
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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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依墨登6#高炉30年以上炉龄探析

艾依墨登塔塔钢铁公司的6#高炉在全部换衬、改进炉衬冷却系统和炉顶装料系统之后于1986年4月开
炉。只对20世纪70年代的炉缸设计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更改，保留了炉底空气冷却和侧壁喷雾冷却。16年
之后，更换了炉缸耐材，但是炉腹和炉身未修补。目前，超过33年之后，自从最初开炉起，炉子在生产
率、效率、可靠性方面仍然运行地非常好，这得益于良好的仪表装置、卓越的工艺控制、以及全面资产
管理。 

作者: 艾依墨登、达涅利康力斯、塔塔钢铁公司 

F. Kerkhoven， J. Stuurwol，G. Tijhuis，B. Nugteren，R. van Laar 

Tata Steel, Ijmuiden and Danieli Corus, IJmuiden

r 表 1 高炉主要参数

   6#高炉 7#高炉

炉缸直径 m 11.00 13.83

风口数 – 28 38

铁口数 – 3 3

工作容积 m³ 2,328 3,775

内容积 m³ 2,678 4,435

装料  料斗+无钟炉顶

最大顶压 巴 1.7 2.3

日产量 T铁水/天 8,500 11,700

工作容积生产率（单位容积） T铁水/m³/天 3.65 3.10

炉缸生产率（单位面积） T铁水/m²/天 89.5 77.9

r 表 2 6#高炉炉龄期

*) 3B炉龄期还在运行：在2021年第三代炉龄期结

束时总产量预期超过80 Mt

炉龄 日期 天数 产铁量

1A 1967年11月 

 ---1971年2 1,162 ~ 8Mt 

 月

1B 1971年5月 

 ---1975年4 1,437  

 月

2 1976年4月 

 ---1985年4 3,216 ~ 14 Mt 

 月

3A 1986年4月 

 ---2002年4 5,856 ~ 76 Mt 

 月

3B* 2002年6月 

 ---2019年4 5,918  

 月

这
篇文章讨论了塔塔钢铁公司艾依墨登现

场的6#高炉炉龄长、超过30年、并且还

在继续运行；描述了相关设计方面和操

作运行条件，对如何获得这样格外长的炉龄进行

了阐释。

艾依墨登塔塔钢铁公司

艾依墨登塔塔钢铁欧洲公司于2018年9月现场庆

祝成立100周年。现场基本情况包括：两个焦化

厂、一个烧结厂、一个球团厂、两座高炉、一个

BOF转炉炼钢厂。2018年产铁6.2Mt、产钢7.0 

Mt，只略低于2007年所获得的最高年出铁量6.4 

Mt，平均总焦比270 kg/tHM。

表1所示为高炉特性综述。现场配置的烧结厂

和球团厂可使高炉炉料代表性地达到：40%烧结

+60%球团。平均起来，现场焦炭自给自足，净焦

出口。

6#高炉炉龄历史

6#高炉在1967年11月首次开炉，作为霍戈文钢

铁公司的扩大部分而诞生，公司当时称为霍戈文

钢铁公司。目前在其第三代炉龄期运行。迄今为

止三代炉龄期的汇总如表2所示，包括1971年和

2002年的延长炉龄检修。

6#高炉建造的是一座工作容积为1,843 m3的柱

式支撑高炉，炉缸直径10.0 m、两个铁口。第一

代炉龄期自1967年11月至1975年4月，生产铁水

8.1百万吨。运行三年之后由于过梁区内过度磨

损，对炉腹和炉身下部进行了检修。（见图1所

示）。

1975年当炉子的设计由过梁式高炉改变为自立

式高炉时，对炉子进行了全部换衬。高炉炉顶设

立了塔式结构。炉腹区域内的原始双壳蒸发冷却

效果不是很好，更换为冷却板冷却，炉身使用改

进的冷却板模式。

炉缸直径从10.0 m增大到11.0 m，工作容积从

1,843 m³ 扩大 到2,159 m³。炉喉直径没有变化，

因为保留了原始的双壳炉顶。由于这种改变，炉

身角从83º 减小为 80.7º。

总布置如图2所示，更多详情可参见[1]. 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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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龄期持续了9年。

该炉龄期遭受了炉腰和炉身下部热负荷高、耐

材磨损严重、冷却器故障多，这是由于炉喉和

炉腰直径之比不理想。由于生产率相对低、炉

龄期相对短一些，炉缸侵蚀最小。总产量为14.0 

Mt铁水。

第三代炉龄期设计

在1985年进行最后换衬时增大了炉喉直径，安

装了无钟炉顶，增加第三个出铁口。通过增大炉

喉直径和保留炉腰直径，把炉身角优化到理想的

83.3º。其结果是把工作容积扩大到2,328 m3。

炉缸直径保持在11.0 m。炉龄期起始于1986年4

月。

炉腹、炉腰和炉身设计包含铜冷却板，但显著

性的改进是：铜冷却板数量从1,872增加到2,268

。另一个重要的改进是：在炉腹、炉腰和炉身内

使用了石墨和碳化硅耐材。石墨和碳化硅设计的

使用在4#高炉自20世纪70年代已得以示范证明，

尽管考虑了石墨的氧化、磨损、以及侵蚀风险会

破坏其性能。

研究模型、试验和测试板块已经论证了石墨的

高导热性和弹性能防止热裂化和氧化。而碳化硅

能显著抵抗磨损和侵蚀。结合这些属性，使用高

密度铜冷却板设计和优化的炉身角，产生了一套

几乎破坏不了的系统、从而促进了高炉顺行。这

个事实通过目前高炉自1986年以来还在运行的

炉龄期性能、以及当今许多其它高炉的可比性设

计，得到了有力的论证。

设计综述如图2所示，更多详情可参见[2]。

1986年换衬期间未更换炉缸炉壳，这是因为炉

缸性能在前一炉龄期内不具有需要更换的意义。

前一炉龄期同样包含炉底气冷，炉底气冷自1967

年试车以来既没检修、也没升级。该炉底气冷系

统带平底板、是当今我们的工业唯一特有的；普

通现代高炉的设计包含的是炉底水冷系统。

整个炉龄期中，炉缸炉壳使用了喷雾冷却，已

证明这套系统既有效又经济，尽管必需进行定期

检修和维护。

自1986年以来，在高炉工艺控制、启动顺行工

艺方面已经有了重要的改进。这些工艺改进形成

了炉腹、炉腰和炉身区域的热负荷低，从而促进

了这些区域磨损低。然而，这在炉缸耐材上产生

了较高的热负荷，从长远观点来看，1985年的炉

缸原始设计无法应对这些状况，在2002年有必要

对炉缸进行了中修。

这次检修期间，从热面到炉缸冷却系统的传热

优化了耐材设计，包含了高密度石墨。2002年炉

缸检修期间，对铁口采用了新的局部水套冷却系

统、包含氨冷却器、降低并控制了炉缸冷却水温

（见图3）。

6#高炉炉缸设计的基本约束条件包括：其相对

小的炉缸直径11.0 m和深度2.4 m，导致炉缸容

q 图 1 1971年和

1975年的总布置图

自足，净焦出口。

r 图 2 1985年6#高炉总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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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小。相对厚的炉底，顶层有一层硅线石，抵抗

炉底的侵蚀、保护易损的气冷底板。鉴于这种特

性、并考虑6#高炉的高生产率和低焦比操作运

行，热负荷尤其集中在正好位于炉底标高上方的

炉缸侧壁处。尽管改进了耐材设计，这只有助于

预期中等寿命、需要对炉缸进行全面监控和资产

管理系统。

炉龄期取得的成果

第三代炉龄期生铁产量增加。平均日产量开始

时约5,500 t铁水/天，逐渐增加到2007年7,800 t

铁水/天。同一时期，焦比从370降到262 kg/t铁

水。6#高炉在2008年12月由于经济危机停用了7

个月。2009年重新开炉之后，高炉起初由于此时

高品质原料的可用性限制，无法恢复其最佳性能

（见图4）。后来，由于炉缸耐材问题妨碍了进一

步的改进。

这些问题起因于传热问题：归因于炉缸炉壳变

形、安全石墨层和炉壳之间的间隙引起高温和侵

蚀。大约在2013年使用灌浆解决了该问题。这些

灌浆行为同样在2015年进行了记载（参见[3]）。

从那时起，高炉的性能又逐渐提高。2018年平均

焦比达274 kg/t铁水、日产量达7,300 t铁水。

至2019年4月份，高炉自1986年开炉以来，已

运行33年、生产76.6 Mt铁水。用每个容积单位

的产量来表示，则为：32,885 t/m³WV（工作容

积）或28,590 t/m³IV（内容积）。DC在维也纳

ICSTI 2018上发表了：全世界不同高炉的炉龄持续

时间和生产率图表展示（参见[4]）。DC对该出

版物的图表进行了更改，增加了6#高炉的运行成

果，如图5所示。

工艺控制

自炉龄期开始以来，高炉工艺控制已经实现了重

要的改进，包括布料模式在引进喷煤之后，成为

工艺开发更加显著的部分。

喷煤提高了高炉的生产率，但是降低焦比也造

成了对煤气分布的挑战。高炉中心煤气量太大妨

碍其效率和生产率，但边缘煤气太多会导致炉衬

磨损、并可能导致铜冷却板泄漏。

DC根据在炉壁热损失和炉顶煤气有效率之间进

行最优化，定义了渴望的煤气分布，6#高炉炉顶

煤气分布，无论是温度还是成份，均通过位于炉

料上方的4套热电偶监控。同时安装了四套位于

炉料内的热电偶，监控上部炉壁区和干燥区。热

电偶监测入炉料30 到90 cm之间的温度和煤气成

份。

在艾依墨登DC布料的原理基于几个原则。中心

加焦产生中心焦囱、要确保并控制中心气流。焦

炭量可根据高炉运行情况、通过几个标准的装料

程序来改变。装料曲线几乎平坦、最小化原料波

动，从而最小化物料性能对炉料分布的影响。细

粉布料沿着半径方向，防止集中在中心或边缘。

r 图 3 2002年炉缸布置

r 图 4 1986-2018生铁产量和焦比

r 图 5 炉龄期生产率及持续时间；在[4]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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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矿批固定，然而，最重要的是布料

重复性和一致性。

这种原理可得到所渴望的炉料分布。装料程序

使用已开发多年的布料模型进行了设计，并使用

轨迹测量进行了改进，该测量大多在炉子休风时

进行。一项进行在线轨迹测量的方案正在开发

中，以便能够随时跟踪装入的原料轨迹。

2004年安装了一套雷达表面测量仪，用来测控

渴望的布料结果。根据这套测量仪的测量结果，

计算几个关键的性能指数。当前炉顶使用的是一

套2D声纳测温装置，帮助改进炉子的效率、控制

边缘煤气流。

图6所示为如何结合不同的测量值和计算值达到

渴望的炉料分布，图7所示为代表性地雷达表面测

量仪测量输出值。

工艺控制和仪表装置开发的更多详细描述可参

见[5]和[6]。

近年来，炼铁行业面临着某些原料可用性和品

质限制的挑战。原料的改变会对高炉内的炉料分

布有着显著的影响，为了最小化该影响，DC在现

有的原料仓库内进行了一定量的改进。这些改进

提高了应对原料变化的灵活性，改善了不同原料

的混用，优化了炉内煤气分布。

资产管理：炉腹和炉身

DC在计划休风期间，每年两次测量炉腹、炉腰和

炉身的耐材磨损情况。针对此目的，在炉腹、炉

腰和炉身耐材内安装了陶瓷棒。根据陶瓷棒与内

衬一样以相同的速率磨损的原理，其长度是炉衬

剩余厚度的可靠指示值。

在炉腰和炉身内安装了9处不同标高的陶瓷棒。

每处标高有3个陶瓷棒，约相隔120°。每个陶

瓷棒定位在预期磨损率最高点的两块冷却板的中

间。炉壳上有一个带气密帽的喷嘴。

每个陶瓷棒的长度使用超声装置测量，当陶瓷

棒损坏更换时、以及在更换冷却板期间，对陶瓷

棒进行物理（实际）测量。根据超声波测量值，

可制作实际磨损线图，最近的线图如图8所示。

自1986年以来，陶瓷棒测量值的历史性研发

代表性实例如图9所示：炉身下部第22层。只在

最初几年内观察到有耐材磨损，之后炉衬厚度稳

定。许多年看不到磨损增加，但是最近观察到有

一些磨损。然而，应当注意到：炉衬厚度仍然相

当可观。

最近的开发是：使用一套3D测量装置，在每次

计划休风时检查炉身上部磨损情况和炉喉部位，

如图10所示。

铜冷却板管理对控制耐材磨损必不可少。由于

水泄漏产生蒸汽，导致耐材氧化、损伤结壳的稳

定性。

冷却器泄漏的管理同样重要，泄漏暴露为热负

荷高。操作不当会导致那些区域内的局部耐材严

重磨损。

q 图 8 2018
年12月陶瓷

棒状况

r 图 6 布料控制模式

q 图 7 雷达表

面测量仪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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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依墨登高炉部门有一条公式化的金箴：“不

接受漏水”。这意味着，每班要检查全部铜冷却

板，一旦发现有任何泄漏要立即从冷却系统断

开。在炉身下部、炉腰和炉腹区域，对泄漏的铜

冷却板要直接灌浆，防止冷板容积的损失。只有

直接定位于风口上方的铜冷却板层不断开，在这

些情况下，当更换铜冷却板时，炉子要准备在24

小时内休风。每次计划休风要更换全部识别出的

泄漏铜冷却板。

这种耐材和铜冷却板管理保护了30多年的系统

完整性。在那些年中，没有发生严重的磨损，炉

腹、炉腰或炉身炉壳的外部冷却从来没有必要。

炉衬极好的状况也可在世界金融危机停炉7个月

期间所拍的照片中可看得见（见图11和12）。

资产管理：炉底炉缸

由于基本约束：6#高炉炉缸设计、高生产率、以

及低焦比操作，使得炉缸的完整性管理比炉腹和

炉身更有挑战性。

这需要一套全面的炉缸监控系统。目前炉缸热

电偶超过600支。DC根据热电偶的位置、自动计

算报警温度，对炉缸状态进行连续监控。报警温

度，连同一套标准的测量值到位，防止安全石墨

层的磨损。

石墨和半石墨炉缸耐材只能存在于当系统能够

生成结壳，保护石墨层不溶解到铁水里的炉缸状

况，结壳需要热面到炉缸炉壳冷却系统有极好的

传热。许多的破坏机理都可能妥协于良好的传热

条件，比如：

`  炉缸炉壳钙沉淀（结垢）

`  煤气泄漏

`  水泄漏

`  炉壳和热面之间形成间隙

`  锌和碱金属沉积

管理每个破坏机理都可防止炉缸磨损，针对此目

的，DC开发了一项控制方案。

通过防止钙沉淀的连续监控系统控制喷雾冷却

系统的水质。用高压定期清理炉缸炉壳，保护从

炉壳到冷却水的传热。

DC的另一条金箴是“不接受煤气泄漏”。煤气

泄漏会造成炉衬内积碳，尤其是Fe的出现催化该

区域积碳。通过炉缸炉壳的煤气泄漏促进了通过

耐材的煤气传递，这样在结壳和石墨层之间、或

者更坏的是在石墨层自身内导致碳沉积。为了防

止积碳，DC设立了监控系统。

这意味着，每个月都要对安装在炉缸炉壳上的

全部热电偶进行煤气泄漏检查。对识别出的全部

泄漏要直接调整。如有必要，要对高炉休风检

修。

       炉底底板的煤气泄漏连续检查。在炉底底板

冷却的四个风机风道上安装煤气监测器。铁口正

面的煤气泄漏通过使用堵铁口、灌浆、铁口正面

r 图 9 陶瓷棒测量历史

r 图 10 炉身上部3D炉衬测量

r 图 11 2009年产铁51 Mt之后的炉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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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结构的管理进行控制，最小化煤气泄漏。 

水泄漏在炉内形成蒸汽或氢气。蒸汽损坏结

壳，高温时进水也会造成石墨耐火层的氧化。

因 此 在 艾 依 墨 登 水 泄 漏 的 管 理 非 常 严

格 。 铜 冷 却 板 泄 漏 上 面 已 讨 论 过 ， 但 是 D C

同 样 不 接 受 风 口 泄 漏 。 如 果 风 口 嘴 回 路 泄

漏 ， 要 立 即 从 冷 却 回 路 断 开 ， 但 风 口 只 保

留 对 本 体 回 路 冷 却 。 识 别 出 风 口 本 体 回 路

泄 漏 时 ， 高 炉 在 最 多 8 小 时 之 内 要 休 风 换

风口。

6#高炉间隙形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主要是

由于炉缸炉壳的变形。6#高炉当前的炉缸炉壳

安装于1975年，在象脚区标高处的变形已开发了

数年，现在在某些点处的变形大于100 mm。自

2002年以来，有些点处的变形大于60 mm。结合

炉缸设计和操作模式，确定变形的原因是炉缸炉

壳相对薄(40 mm)。鉴于该原因，设立了炉壳变

形监控程序。

炉缸炉壳和安全石墨层之间的间隙形成通过安

装在炉壳和安全石墨层内的热电偶进行探测。热

流比变化显示安全石墨层和炉壳之间的接触或好

或坏。如有必要，进行灌浆、修复接触。

间隙的形成或捣打层的退化同样要进行探测。

半石墨层内的热电偶热流计算与安全石墨层内的

热流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也可通过灌浆进行

修正。

耐火层和结壳之间的接触评估处于研发之中。

在结壳内使用热电偶进行检测，但是无法生成有

价值的或可再生的数据。

锌或碱金属对耐材的损坏通过对炉料输入设置

上限来进行控制。高密度石墨层的使用和煤气泄

漏的管理同样有助于减慢这种退化机制。在艾依

墨登的情况是这种退化现象没有意义。

新6#高炉设计

此刻，6#高炉下次换衬计划在2021年底进行。到

那时，高炉炉身出铁量将大于80 Mt铁水，炉缸出

铁量将几乎达50 Mt。

2013年启动方案、研发换衬范围。那时，预测

要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现有的炉腹、炉腰和炉

身设计可满足要求，但决定要改进炉缸设计，消

除基本的约束条件，比如容积和深度。必需对炉

缸炉壳进行完整的更换。炉缸炉壳冷却系统将升

级为现代技术，即：炉缸炉壳喷淋冷却要更换为

水套冷却，炉底空气冷却要更换为现代的水冷却

系统。

    决定把半石墨耐火层更换为超微孔碳砖、减少

在液态生铁内的溶解风险，引入陶瓷杯，延长炉

缸炉龄。设计结合了从运行的第三代炉龄期所获

得的全部知识。设定目标炉龄寿命在25年以上，

可与炉身寿命匹敌。

2013年研发的炉缸设计如图13所示。

然而换衬的策略在2017年发生了改变，因为可

r 图 12 2009年产铁51 Mt之后的炉腹状况

r 图 13 2013年的炉缸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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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

能将来对减少CO2排放造成影响，不清楚欧洲在

2030年以后高炉生铁产量是否还可行。鉴于这种

原因，决定限制目标炉龄为15年、取代25年以

上。

因此决定重新使用现有的炉缸炉壳，只进行局

部检修，消除炉壳变形。原理如图14所示。

这意味着在下一代炉龄期内炉壳的基本约束条

件将保留。不过，进一步优化耐材设计，包含超

微孔碳砖和陶瓷杯。

图15所示是按计划下次换衬的炉缸设计。

r 图 14 计划局部更换炉缸炉壳

r 图 15 第4代炉龄期炉缸设计总布置

结论

6#高炉自1986年开炉以来，已按低焦比和高生产

率运行33年。低焦比得益于一套有效的工艺仪表

装置和工艺控制方法。

通过炉腹、炉腰、和炉身设计使用铜冷却板、

石墨和碳化硅，并用有效的工艺控制程序进行支

撑，炉龄寿命长已成为可能，无论何时这些措施

都确保了煤气分布和热负荷的优化。

在炉龄期最初的16年内，高生产率和原始设计

的约束条件造成了炉缸侵蚀，迫使2002年产铁

34.3 Mt之后进行了炉缸检修。有效的资产管理对

长炉龄寿命而言很关键，在艾依墨登这包含着一

套综合监控程序、且必须附上“金箴”。

下次换衬目前计划在2021年进行。炉腹、炉腰

和炉身将使用原始设计。对炉底炉缸实行新的设

计，处理目前设计中存在的一些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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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系统技术、操作与炉龄管理的研发

对于高炉在长炉龄的安全、稳定运行而言，热风系统是最关键的辅助设备。DC热风炉的优化设计所达到
的程度，在有些情况下、除了燃烧器和一些关键区域之外、其寿命已超越所关联的高炉寿命。
这篇文章阐述了近来关于设计、建造新热风系统、长期操作运行现有的热风系统、以及优化性能方面的
研发。 这些研发包含基本的改进，比如：穹顶燃烧设计，以及愈加全面的检查、评估和维护技术一揽子
方案。这类技术的实例有：热风系统在操作运行温度下更换燃烧器、改进双炉壳方法、以及超声波衍射
时差法测量应用。

热风炉技术的成熟

钢铁部门面临着全球驱向能源效应和减少对环境

排放有害物质的趋势，尤其是有关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这些需求之后紧跟着的是高竞争性的环

境，这对生产成本施加了压力。一个附加的因素

是：来自钢铁厂附近居住的居民的压力，要减少

有毒气体和颗粒物的排放。

热风系统对污染的产生有着显著的影响，这意

味着其设计和维护是需要考虑的关键管理因素。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必须进行连续监控，因为

系统退化的结果是能力的衰退，这必需持续关

注。在有疑惑的情况下需要全面评估热风系统，

根据炉龄、效率、能力、和排放的关键性标准核

对其实际性能和理论性能。

热风系统配置的任何有效的长期策略都必须以

综合工厂最优化为基准。不仅应关注需要优化的

单件设备、还应关注整个工厂的优化。可选范围

有：使用相对低的穹顶/热风温度、结合附加氧或

是高炉使用焦炉煤气、获得过高的热风温度、最

小化焦炭消耗。关键是使用先进的软件模型并结

合热平衡和物料平衡计算、工艺状况、以及流量

表的配置。形成的结果代表性实例如图1所示。

现有系统的操作运行风险

新设计，比如：顶燃式热风炉正投放到市场，还

有待论证其长寿命，但一般来讲，目前热风炉技

术已达到了成熟期的水平，实际上所有的热风炉

炉龄均有效而远远超过了炼铁行业所涉及的其它

安装设备的寿命。

相对新系统而言，存在的事实是：大部分已运

行数年、或者甚至数十年的现有热风炉剩余的寿

命可能从一天到30年。继续推进这些系统要意识

到：特殊部件正在接近其有效工作寿命，无法预

料到这些部件发生故障时会引起的潜在问题，这

会对所涉及的公司带来风险。

某些关键性事件具有灾难性的本性。近十年来

有些场合热风炉穹顶停风，结果造成应力腐蚀裂

纹，对健康和安全带来显著而严重的后果，而检

修和长期停机则会产生高成本。然而更普遍的

作者: 达涅利．康力斯   Victor van Straaten，Bart de Graaf, Edo Engel

Danieli Corus

主要操作

a

r 图 1 使用先进软件模型的优化热风系统

是，不算严重的事件也能够造成长期非计划停

机，附带产生成本费用。代表性实例：1、燃烧器

退化引起燃烧能力和相关的操作运行温度降低、

以及较高的排放；2、显示内部耐材退化的炉壳热

点会引起钢壳材质退化、加速炉壳开裂。

炉龄管理

工厂管理面临着选择。可以日复一日地加紧运

行，但面临的问题是：引发许多相对容易的检

修、这些检修无需停机或者可最小化停机。这种

检修可能延长炉龄寿命，比方说，一年，但如果

所需的炉龄寿命更长，这种方式可能证明在长期

运行期间产生的成本更高---正如：“聪明的人，

但很愚蠢”---导致频繁的检修来修正故障，其结

果是重复停机、产生成本、生产能力受到损失。

比较好的可选方案是根据工艺评估和工厂相关的

准则，进行计划检修，比如：炉龄、热风炉的能

力、以及法律规定的排放限制条件。

这种“炉龄管理”方法的目标是优化预防性维

修，长期目标是通过优化对维修的投资配给、优

化运行成本、最小化非计划停机、从而达到安全

运行。

r图图 1 使用先进软件模型的优化热风系统使用先进软件模型的优化热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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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工厂管理需要根据对操作运行和设备的评估，设

立一套基准的炉龄管理程序。该程序可细分为三

个主要部分：

1) 工艺---审查生产能力、效率和排放

2) 炉壳---审查运行寿命和运行安全性

3) 内部构件---审查运行寿命和运行安全性

达涅利．康力斯对工艺性能很关键的热风系统设

备引入的状态评估如下：

1)  历史操作运行数据和趋势的分析，带有了解工

厂情况的人员（操作员）的“控制室讨论”。这

些数据、连同面对面讨论和当班工作日志分析，

提供了对操作实践进行完整评估必需的输入值。

代表性实例如图2所示。工艺条件评估的关键方面

包括：--- O2, CO2, CO, NOX, SOX --- 和部件的压

降测量值。

以达涅利．康力斯“名声远扬”的热风炉仿真

模型为基础，热风炉实际性能可与其理论能力匹

敌。该模型执行仿真，立基于给定的操作模式，

依据风量和风温的连续性、煤气消耗、过剩空气

百分比、压降、效率、和排放量，把热风系统如

何履行实际操作运行与理论性能进行对比。值得

讨论的方面包括值是手动操作还是计算机控制。

后者依据其功效和排放量具有改进的空间。

2) 通过超声波测量的炉壳厚度可指示腐蚀量---依

据炉壳厚度的减少来判断。满焊龟裂使用超声波

和/或肥皂水测试识别。应力腐蚀开裂、热象图成

象、或应力计算，依据实际标准和炉壳厚度，使

用其它方法TOFD (超声波衍射时差法)测量。在裂

纹最敏感的位置执行这些检查（如图3所示），这

些位置包括：穹顶区域环焊和立焊交叉处、燃烧

室高温区、喷嘴接点处。最近的TOFD (超声波衍

射时差法)评估业绩有：欧洲一套完整的热风炉炉

壳检查、印度四座外燃室热风炉。后者对检查区

域的延伸局限于所选择的焊接交叉，该焊接交叉

象允许的时间和可达性一样多。根据测量数据，

可提供炉壳显示的状况。这类状况报表可用于理

论方案和概算，但在必需确定明确的工作范围情

况下需要增加调查研究。

在欧洲工厂，检查作为热风炉改造项目的一部

分而引入，目标是确定炉壳需要更换的范围，用

来维护新热风炉的炉龄。根据检查结果，明确了

大部分有裂纹的焊缝到了哪种程度。从而决定更

换整个热风炉炉壳，而初始方案是尽可能多的保

留炉壳柱形部分在原位。

3) 绘制热风系统高温部件的温度可提供耐材内衬

状况的相关信息。此外，通过温度记录仪测量，

可识别裂纹或法兰处的煤气泄漏源。这些泄漏必

须立即处理、防止这些区域内的耐材逐渐退化和

r 图 2 工艺审查和操作运行评估

r 图 3 炉壳状况评估，正在进行TOFD (超声波衍

射时差法)测量



M
IL

LE
N

N
IU

M
 S

TE
EL

 中
国

 2
01

9/
20

27

主要操作

a

炉壳过热。使用水冷式内窥境进行内部检查，如

图4所示，已证明检查所得值可用来设立通常到

达不了的热风炉区域的耐材状况。通过有限的努

力，可在人孔、通风孔或仪表装置喷嘴处创建合

适的可达点。如果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可在

高炉定期计划维修休风时，在炉篦子和陶瓷燃烧

器下方（燃烧煤气和助燃空气入口）进行物理检

查。

延长炉龄的程序及措施

工厂管理必需根据当前和未来所需的生产能力、

效率、排放标准、以及预期剩余炉龄寿命来拟定

策略。此外，该策略依据上述1) 工艺、2) 炉壳、

和3) 内部构件来确定。

对这些区域的校正措施、检修、改进、或调研

可放置在下文中工厂策略总画面的时间表内。延

长炉龄的措施总画面、构成情况、或程序---连同

之前的评估程序，都是炉龄期管理行为的脊椎，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给出。

任何人都会优选保持热风系统有一个安全的工

作环境。连续关注裂纹和热点、并用最早的机会

解决这些问题、防止进一步的退化能延长内部构

件和钢构件的寿命。当系统处于送风状态时对热

点“在线灌浆”---注入绝热耐火材料，是一种有

效的解决办法。注入料要有良好的流动性、不含

水，会蒸发并留下气孔。实例如图5所示。一个附

加优点是：灌浆行为的有效反馈可直接使用红外

摄影机来获取。灌浆点的数目可很容易地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考虑进行设备升级、改进操作运行之前，高

炉部门应审查工艺效率。达涅利．康力斯专家可

协助客观地评估和分析工艺参数和操作运行实

践，有助于操作员找到正确的优先权和推进方

法。在实践中，不同的工厂还是依靠操作员控制

设定值和换炉时间，代替使用自动化热风炉操作

运行设置。如果原因是自动化系统不按预期运

行、或者在高炉工艺控制群组内经验不足，对于

这两种情况，达涅利．康力斯可通过升级自动化

系统或组织专业的培训来提供支持。

达涅利．康力斯热风炉优化自动化---高炉2级系

统模型之一---是一件有价值的工具，可帮助高炉

r 图 5 灌浆前后的热状态（注意：不同的温标）

r 图 6 热风炉优化自动化系统

r 图 4 热风炉内部构件可达处的内窥镜检查r图图 4 热风炉内部构件可达处的内窥镜检查热风炉内部构件可达处的内窥镜检查

r图图 5 灌浆前后的热状态（注意：不同的温标）灌浆前后的热状态（注意：不同的温标）

r图图 6 热风炉优化自动化系统热风炉优化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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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进一步优化能效和运行成本。该2级系统自动

化可应用到任何热风系统，实例（如图6所示）用

插图阐明了灰色区域热风系统升级所安装的2级系

统。

对热风系统进行机械测量之后，应使用检查结

果升级应力计算，并用所应用的工业压力容器标

准进行计算。校正措施---从应急/临时裂纹修补延

伸到完整的热风炉双壳解决办法，或者甚至进行

全炉壳更换---将取决于计算输出结果。可靠的延

长炉龄的解决办法包括：加强板和加强环。使用

正确的设计和一致的维修程序，可延长裂纹影响

区域的寿命达十年以上。达涅利．康力斯最近设

计对外燃室热风炉的两个局部位置（燃烧室和蓄

热室上部）采用双炉壳解决办法。该方案对加强

板解决办法和约3米高的双炉壳解决办法进行了比

较。

热风炉耐材状况的维护，在应急检修，比如：

灌浆或热喷补/陶瓷焊接，以及进行内部检修使寿

命“增加十年”，这两者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可比

性。这有两方面的原因：(1) 如果炉子是新的、

则进行适当的检修将起作用。任何不合规格的设

计、耐材质量或砌筑安装在试车一年或两年之后

将显示出退化的迹象；(2) 热风炉内的任何耐材检

查具有显著的影响。无论是两座热风炉操作运行

模式、降低生产，或者是建造第三座热风炉维持

现有的生产水平，都需要长期规划。

在热检修和冷检修之间总要做出选择。影响该

决定的主要因素是检修、可用时间、以及可用的

有经验的团队。部分检修可提供极好的机会来改

进炉子的有些区域，那些区域是根据薄弱点的寿

命、根据效率确定出的关键区域。达涅利．康力

斯最近研发的改进内燃室和外燃室热风炉的陶瓷

燃烧器排放可在任何可对比的配置内执行，且只

需要更换顶部几层。模型计算和设计插图如图7所

示。

除了通过对炉顶耐材层进行更换来升级热风炉

燃烧器之外，达涅利．康力斯提供可选项：可把

现有的矩形陶瓷燃烧器转换成多槽的 “栅格式”

设计、带有最佳的燃烧器冠顶。

这种燃烧器转换可以对现有的耐材产生最小化

的影响。图9所示为：当比拟为与现有的实物、矩

形燃烧器更换时，燃烧器的外壳、绝缘、支撑和

空气/煤气入口转换时如何能保留在原位。对于这

两种方式：灰色区显示的是保留在原位的物料；

有色区显示的是新物料。

达涅利．康力斯的热检修项目已在计划施工时

间内、并按最高质量标准安全完工。冷检修工业

理念---有更多的有效工作条件时，在相同的工作

时间内，冷修可容许更大的检修范围---那样需要

停炉几个月，对热风炉耐材的完整性产生风险。

尽管热风炉凉炉和烘炉加起来共需要20---24

天，达涅利．康力斯研发了更安全可靠的规程，

为设计改进引入了无限制接入炉内的更好机会（

r 图 7 燃烧器状态（红色显示CO摩尔分数较高）

r 图 9 燃烧器更换与转换范围对比

r 图 8 燃烧器从矩形设计转换成多槽“栅格

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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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见图10）。实例： 拉丁美洲的一座热风炉，由于

无效的扩张设计，炉龄早期在燃烧室的耐材上发

现有裂纹。在隔墙内发现有几处开裂，存在出现

短路的高风险。用达涅利．康力斯的膨胀设计原

理，应用了一个新的耐材外壳墙，结合隔墙内增

加的绝缘层和抛物线式的穹顶设计，改进了其稳

定性（见图11）。

如果在对耐材状况评估之后、确认耐材进一步

劣化---在烧炉周期内废气温度快速提升，在送风

周期内热风温度迅速降低，格子砖压降高，热风

炉下部一般有裂纹和碎屑，耐材绝缘整体退化、

产生热点---这时应考虑对内部构件进行整体改

造。依据热风系统机械部件的状况，有几种选项

可行。尽管由于循环荷载，炉壳可能是最重要的

关键部件，但其它方面也必须考虑，比如：工艺

总管的尺寸、热回收废气总管的设计、安全和能

效需要的阀门控制等等，使用最新的设计和材料

标准改造一座新热风炉会节省相当可观的成本费

用。

热风炉改造项目要始终考虑根据未来工厂运行

的需求和现有的限制条件：热风系统配置的约束

条件和财政限度。这对明显相似的情况会产生不

同的解决办法。欧洲项目新内燃室热风炉的两个

实例对其进行了图解阐明。两个工厂运行的热风

炉都带有半球形穹顶，在高温区都使用了氧化铝

耐火材料。

第一个项目，优选氧化铝穹顶耐材，从投资费

用方面考虑，选择了内部耐材穹顶设置。依据工

厂长期战略目标，新加的热风炉期望的寿命无需

超过15–20年。尽管如此，燃烧器区的显著设

计改进和膨胀设计还是能适应无需中修的长炉龄

期。另外一个项目，旧热风炉完全置换，新设计

包含在高温区使用硅砖和一个“蘑菇型”穹顶（

见图12和13）。

欧洲第三个热风炉改造项目，设计为内燃室热

r 图 10 维持热风系统在运行温度时的燃烧器检修

r 图 11 新耐材应用前后的燃烧室

r 图 12 现有系统内的新热风炉

r图图 10 维持热风系统在运行温度时的燃烧器检修维持热风系统在运行温度时的燃烧器检修

r图图 11 新耐材应用前后的燃烧室新耐材应用前后的燃烧室

r图图 12 现有系统内的新热风炉现有系统内的新热风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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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炉，置换外燃室热风炉，重新利用原热风炉的

蓄热室、热风炉的生产能力不降低。这只有使用

较高效的格子砖才行。

下一步升级热风系统的目标是提升能力、通过

扩建第4座热风炉系统来完成。尽管这取决于鼓风

机的设计极限，但在不对外围部件进行主要的更

改时、通常还是可以获得更高能力的热风系统。

图14为不同的可选项。一旦决定采用第四座

热风炉方案，则应认真评估设计理念。依据所需

的生产能力，可考虑外燃、内燃和穹顶燃烧的理

念。根据使用旧热风炉方面的经验，在现有的热

风系统配置内建造一座新热风炉---再次---投资费

用，最终的选择可能不是很可观的。

结论

热风系统的优化只会依据完整的高炉工厂的生产

能力、效率和所需的炉龄期来决定。根据高炉物

料平衡和热平衡计算设定的需要、评估流程图配

置和热风系统工艺情况，为优化炉龄管理奠定牢

固的基础。

热风系统的状况应依据当前和未来运行目标和

炉龄目标连续估算。一套完整的评估包括工艺性

能分析、机械部件状况审查、以及耐材状况的检

查。在改造热风炉内部构件的情况下，炉壳“必

须”有一套完整的TOFD (超声波衍射时差法)分
析。

根据未来的操作运行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可细分

为三部分：---工艺、机械、内部构件；---可设置

时间表显示预期寿命，分为：短期检修、炉龄延

长措施、结构检修、和战略上的投资。

实例描述有：不同成功的优化、炉龄延长、改

进和改造情况。对于每一种情况，达涅利．康力

斯都寻找最佳化的、专门定制的解决办法。鉴于

这样的目标，有助于终端用户设定明确而深思熟

虑的长期目标。

显然，由于要减少CO2和污染废气的排放，按

照今天的工业环境要求，不再接受对设备进行实

物修复或更换。如果热风系统的安全、性能、和

可靠性容许，可推迟重点工程的改造。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是：要经常采取低成

本措施保持热风系统更新：

`  一旦识别出有热点和煤气泄漏，要立刻停机。

进行在线灌浆已证明能有效消除热点。

`  监控炉壳状况、采取预防措施减慢炉壳开裂，

比如：在环形焊缝处应用加强带、在焊缝临界

交叉处应用插入板。

`  优化热风系统的操作运行。达涅利．康力斯操

作专家的协助和分析有助于操作员找到正确的

操作优先权和推进方法。达涅利．康力斯的2

级热风炉优化模型对该目标而言是一件很有用

的工具。 MS

联系人: victor.van–straaten@danieli-corus.com

r 图 13 用内燃室设计置换外燃室热风炉

r 图 14“第四座热风炉方案” 可选项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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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基炼钢

环境和气候的变化要求钢铁行业脱碳。拥有 ENERGIRON 经验的 Tenova 很好地实现了无碳炼钢的目
标。氢作为铁矿石还原剂的使用已在实验室和试点工厂中得到证实，ENERGIRON 技术用作还原剂的氢
气含量超过 90%。然而，示范工厂正在试验，为了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炼铁、氢基 DRI 生产相竞争，
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成本需要减少到 0.03美元/千瓦时或更低，且资本支出必须大幅削减。 

随
着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增加，钢铁行

业正在认真评估如何减少碳足迹。总体

而言，欧洲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研究了大量使用氢基铁还原作为碳基工艺的长期

替代品。正如欧洲钢铁技术平台 (ESTEP) 战略研

究议程所述，欧洲超低碳炼钢计划是一项重大举

措。未来 ESTEP 的具体方案将涉及氢气供应、使

用、运输和能源储存等问题。针对这一目标的一

些项目是：

`  ThyssenKrupp 与 Carbon2Chem® 项目旨在

将钢铁厂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可再生能源的剩余

能源用于化学生产。目前正在转为使用碳直接

回避 (CDA) 方法。

`  实施 H
2
FUTURE 项目的 Voestalpine、Siemens 

和 Verbund；在林茲建设试点工厂以试验绿色

环保氢气生产。

`  SSAB、LKAB 和 Vattenfal 及 HYBRIT 方案

基 于 使 用 氢 气 的 无 碳 炼 钢 。 借 助 其 独 特 的 

ENERGIRON 工艺和使用氢气直接还原铁的

专业技术，Tenova HYL 成为不二之选并与 

HYBRIT 项目签约。该试点工厂将建于瑞典吕勒

奥，预计将于 2020 年投入运营。

`  Salzgitter SALCOS（Salzgitter 低二氧化碳炼

钢）项目，采用高碳 DRI 作为 BF 和 EAF（代

替 BOF）的原料，结合 GrinHy 项目，利用可

再生能源，通过可逆高温电解槽产生氢气；用

于 DRI 生产。SALCOS 项目,一项由 Salzgitter 

AG 联合 Tenova/Danieli 和 Fraunhofer-

Gesellschaft (FhG) 在 2015 年开展的研究，

旨在分析以现有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能

力，调查对综合钢铁厂的影响，并揭示为减少

碳足迹做出重大贡献的可能性。 

ENERGIRON 工艺 

ENERGIRON 工艺（由 Tenova 和 Danieli 联合开

发自 HYL DRI 技术）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

在墨西哥蒙特雷的 Hylsa 建造了第一个工业规模

的气体直接还原工厂，使用富氢气体（H
2
/CO~5

的比例）作为还原剂。随后的发展包括选择性地

去除二氧化碳以提高工艺效率，同时降低能源消

耗，为二氧化碳捕获和商业化 (CCU) 提供切实可

作者: Pablo Duarte

Tenova HYL

r 图 1 ENERGIRON ZR 示意图及氢气的使用

主要操作

a

r图图 1 ENERGIRON ZR 示意图及氢气的使用ENERGIRON ZR 示意图及氢气的使用

r 图 2 埃及 Suez Steel ENERGIRON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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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解决方案，开发 Zr（无重整器）的改良版以

提高工艺效率，同时产生高碳 DRI (>3%C)，采用

突破性可靠的高温输送系统进行高温 DRI 输送，

并采用环保型 EAF 送料，气动输送。 

生产 DRI 的 ENERGIRON ZR 工艺（参见图 1，

左）是直接还原工厂为缩小规模并提高效率而迈

出的重要一步。还原气体由还原反应器内的原位

重整产生，将天然气作为还原气体循环回路的补

充气体，并在反应器进口处注入氧气。

基础 ZR 工艺允许直接使用天然气，但工厂也

可以使用传统的蒸汽-天然气重整器作为外部还原

气体来源。其他还原剂，如氢气、煤气化产生的

合成气、石油焦和类似的化石燃料，以及焦炉煤

气，都可以作为还原气体的来源，具体取决于特

定情况和可供应性。无论任何改良版，也无论使

用何种气体源，均使用同样的基本工艺。目前该

技术普遍采用基于连续竖式炉的工艺，多年来产

品质量和工艺效率都得到了显著优化。ZR 技术是

目前最灵活的 DRI 生产选择，其基于独特的简单

工艺配置，可广泛使用不同能源和可用原材料，

因此它很容易与氢配合使用。现代 ZR 装置如图 2 

所示。

氢用于 DR-EAF 炼钢的历史

历史上，基于 DR-EAF 的炼钢生产线一直以使用

氢气为特征，这种气体通常由天然气 (NG) 通过

催化重整器生成。由于烃源为天然气，因此根据

氧化剂比例的不同，所产生的氢气浓度也可能不

同，并与一氧化碳混合。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已经有数百家 DR 和

氢工厂采用 HYL/ENERGIRON 技术使用重整气作

为还原气和常规天然气/蒸汽重整器的原料。具

体来说，在钢铁行业中有 40 多家 HYL/ENERGI-

RON 工厂使用了这种天然气重整器。这些工厂

和竞争技术 (Midrex) 的典型操作特性如表 1 所

示。ENERGIRON 的氢气水平更高。

在任何工艺改良中，只要使用天然气作为氢气

生成的主要来源，就会有二氧化碳作为副产品被

排放到 DR 工厂和熔炼车间。 

在 ENERGIRON 中使用氢气的经验铁矿石还原   

从热力学角度来看，氢气比一氧化碳更容易还原

氧化铁（吉布斯自由能）。用氢气还原铁矿石是

一种强吸热反应，可耐高温，而在低温下则要求

氢气浓度更高。相比较而言，使用一氧化碳还原

则是一种放热反应，耐低温，在较低一氧化碳浓

度下发生。然而，热力学数据并不能反映还原反

应的发生速率。这取决于反应动力学，只有通过

实验测试才能确定工艺参数。

利用含有不同 H
2
/CO 比[3]的气体从动力学上研

究了温度对铁矿石还原程度的影响。在 1,000°C 

下，且 CO/H
2
 比为 1:0 和 0:1 时，还原程度如图 

3 所示。总体而言，无论还原剂是氢气还是一氧

r 图 4 天然气（碳含量 3.5%）和氢气（碳含量 0%）-能量输入

百分比的能耗数据

r 图 3 CO:H
2
 的还原与时间关系：0:1 和 

CO:H
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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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化碳，温度越高，还原过程越快。但是，用氢气

还原铁矿石比用一氧化碳还原快四倍之多。 

ENERGIRON ZR 对氢气的大量使用 无论还原气

体的补给来源是什么，ZR 工艺的基本配置是相同

的。唯一的区别是，氢气利用率高于~73%（能

源），或反应器入口的氢气体积约~90%，工艺方

案得到简化，无需再使用选择性二氧化碳去除系

统。如果氢气浓度较高，通过天然气输入到系统

的任何碳，以及其他成分（如氮气），都可通过

尾气吹扫从系统中消除，从而作为燃气加热器的

燃料。图 1 显示高浓度氢气的工艺示意图。[1].

在能源消耗方面，氢气（占总能源输入的百分

比）与天然气的对比影响如图 4 所示。DR 工厂的

节能率约为 2.0GJ/t，因为氢气已经可用，不需要

天然气重整；然而，DRI 中碳含量为 0% [4]。

采用~100% 氢气的示范/试点工厂经验 

除了具备在重整气中使用氢气的丰富工业经验

外，Tenova HYL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还在一家试

点工厂进行了大量试验（见图 5），氢气≥90%（

体积）；通过水气转换反应和二氧化碳去除，从

工业 DR 工厂的重整气中生产氢气 [1]。

在 Hylsa Monterrey 的示范/试点工厂的生产速

率为 36 吨 DRI/天，可灵活生产 CDRI、HDRI 以

用于 HBI 生产，HDRI 用于直接气动输送到相邻的

试点工厂 EAF。该工厂还具备合成各种还原气体

的能力；从 100% 氢气到 100% 一氧化碳，包括

重整气，典型的焦炉气和煤炭气化的气体。事实

上，ZR 工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在该工厂中开

发和示范。

根据 DRI 类型和要达到的质量，实验活动包括

了 15 种不同的工艺条件。这包括 CDRI 和 HBI 生

产的金属化率为 94-96%，碳含量为 0.2-1%，具

体取决于回路中 CO-CH
4
 的浓度。

这些测试为确定以下数据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  工艺和设计参数主要涉及还原气体优化的流速-

温度相关性

`  DRI 的质量取决于金属化率和碳含量 

`  优化操作压力，反应器 L/D 比，固体停留时间 

(ƒ)，始终达到 DRI 质量，测定流动系数 (ƒ) 以

确保通过固体床等的合适的气体流速和分布。

这些高氢气的生产活动证实了 ENERGIRON 技

术已经可以使用 100% 氢气的事实。在这种情况

下，所有设计和操作所需的数据都是可用的，可

以直接应用于任何现有和/或新建 DR 工厂中。

“绿色”氢气的生产

目前，产生无碳或“绿色”氢气的唯一方法是水电

解，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所需的电力，从而消除冶

铁和炼钢的碳足迹 (CDA)。图 6 显示了一个基于 

Tenova 的 ENERGIRON 直接还原工艺的示例。

H
2
 ENERGIRON  的相关参数 其他 DR 技术

天然气重整器中 2.0 - 2.5 1.5
H2O/C 比率

还原气体中 4 - 5 1.7
H2/CO 比率

%H2 至反应器）~70 ~55
（体积百分比

r 图 1 DR 技术中重整气的特性 

r 图 5 HYL 试点工厂对 ≥90%（体积）氢气进行试验

r 图 6  基于 ENERGIRON DR 工艺的无碳炼钢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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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将保持在化石燃料的成本范围内，其中大多

数达到低端甚至低于化石燃料。2016 年和 2017 

年，在迪拜、墨西哥、秘鲁、智利、阿布扎比和

沙特阿拉伯，太阳能光伏能源 (PV) 的拍卖价格创

下历史新低，这表明，从 2018 年起，在适当条

件下，每千瓦时 0.03 美元的 LCOE（电力成本均

衡）将成为可能。到 2019 年，最好的陆上风能和

太阳能光伏项目将提供相当于 0.03美元/千瓦时或

更低的 LCOE 电力，CSP（集中太阳能发电）和

海上风能发电将参与激烈角逐。在未来，将有越

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在没有资金支持的

情况下削弱化石燃料发电。 

要想参与绿色氢基 DRI 生产的激烈角逐，就当

前电解槽的效率而言，以及去二氧化碳的要求，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应该等于或低于 0.03 美

元/kWh。资本支出也必须大幅削减。这可能在未

来几年内实现。

结论

`  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压力要求钢铁行业脱碳

`  使用氢作为铁矿石还原剂已在实验室和试点工

厂得到证实

`  Tenova 的 ZR 技术，利用 90% 以上氢气作为

还原剂，已经在试点工厂阶段得到验证，应用

到 HYBRIT 无化石燃料炼钢项目中

`  为了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冶铁、氢基 DRI 生

产（使用现有电解槽效率，不含二氧化碳）相

抗衡，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必须减少到 0.03

美元/千瓦时或更低，且资本支出必须大幅减

少。 

`  拥有 ENERGIRON 经验的 Tenova 在帮助实现

无碳炼钢的目标方面表现非凡。MS

Pablo Duarte 是墨西哥蒙特雷 Tenova HYL 的高
级顾问

联系信息：joel.morales@tenov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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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发电成本

目前有许多电解槽技术可用来从水中生产氢。

质子交换膜 (PEM) 和大气碱性电解槽 (AAE) 已经

用于生产高纯度氢气，功耗从 3.8 到 4.6 kW/Nm3 

不等。这些技术每小时生产大约 4000 立方毫米

的氢气，足够 DR 模块运行约 40000 - 50000 t/yr 

DRI，具体取决于替代燃料的可用性。可按比例复

制可用模块以用于更大的 DR 工厂规模 [1]。使用

蒸汽，且生产氢气的功耗为 3.6kW/Nm3 的高温电

解槽 (HTE) 目前也在小范围内使用。  

在 EAF 中熔化氢基 DRI 的挑战 

熔化 DRI 的 EAF 操作需要基于其化学和物理

特性，需要还原残余 FeO，并促进泡沫渣的形

成。DRI 的最佳碳含量 (%) 是基于指定钢材质量的

混合原料中的 DRI 量，以及每个工厂的特定成本

而确定的，然而，由于需要向熔炉中输入额外的

化学能，因此目前的普遍趋势是采用高碳 DRI。

氢基 DRI 的碳含量较低，因此需要特定的 EAF 熔

炼操作，例如通过喷枪单独注入更多的碳[1]。

DRI 生产有两种基本方案：

1) 使用铁含量高的优质铁矿石生产 DRI，优化/

最高金属化率（约 96%），从而最小化 FeO 含

量。考虑到还原剩余 FeO 的化学计量要求和最小

熔炼需要，DRI 中的碳含量 (%) 需要在~0.8-1.2% 

之间。这将涉及采用 90%（体积）左右氢气的 

ENERGIRON 工艺，以及注入一定量的天然气。

2) 在 DR 工厂中通过 100% 氢气还原从精选铁矿

石中生产无碳 DRI，该无碳 DRI 被送入 EAF，要求

最低碳注射率为 12-15kg C/tLS，并且需要特定的

熔炼操作和炉渣工程实践。

两种方案都是可行的，但就与 DR-EAF 整合系

统相关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而言，方案 1) 将产生

约 150kg CO
2
/tLS，方案 2) 将产生约 50kg CO

2
/

tLS。因此，就整体脱碳而言，方案 2) 将是氢基炼

钢的首选。

氢基冶铁的经济效益

就运营成本而言，水电解制氢意味着将产生连接

电网的直接成本。采用 ENERGIRON ZR 技术生产

约 4.5kWh/Nm3 氢气，DRI 的能耗为 3.0MWh/t 

DRI 左右。由于氢气是由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所

以应该对这种电力成本进行成本分析。目前，这

一数字高于化石燃料发电。但是，成本在不断下

降。例如，在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已降

至 0.05 美元/千瓦时左右，这意味着 DRI 生产成

本约为 16美元/GJ，与典型的 DRI 能源相关生

产成本相比仍然很高。在成本方程中还需要考虑

与水补充、电解槽模块的资本支出、氢气储存和

运输（如适用）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有关的费

用，以及相应的含量[1]。 

根据 IRENA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5]，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成本将于不久之后低于化石燃料发电。

他们估计，到 2020 年，所有目前商用发电技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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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材料运输系统的现代化

在日常业务中，我们经常关注短期前景（即，解决现在的问题以获得短期和快速的结果），因此我们更
倾向于简单且传统的解决方案。然而，这样做可能会阻碍我们获取其他解决方案，而且短期的利益换作
长期就可能成为弊端。下面我们将介绍两个属于此类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例子，阐述定制解决方案的好
处。

作者: Frank Reddemann

AUMUND Fördertechnik GmbH

r 图 1 AUMUND 盘式输送机和 AUMUND DRI 热

装图示

许 
多生产者运用现今世界的钢生产情况

（产能过剩、市场波动和地缘政治冲

突）改善操作步骤以及改装和更换设

备。人们往往会把关注点放在主要技术设备上，

但是近年来，为了优化整体流程，各流程步骤之

间的物料流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更多关注。

通过将物料热装到炉中能够节省大量精力和时

间，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将热散装物料从

一个阶段运输到下一个阶段对物料运输系统提出

了全新的要求。一流工厂供应商和工厂运营商

的关注点可能相距甚远，下面让我们来举几个例

子。

 

案例 1：热铁矿球的运输

铁矿球的使用在过去几十年中广泛应用于各种冶

金工艺，从而促使新型球团矿厂的建立，以及现

有工厂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升级。在所建立的球

团矿厂中，热球团矿的运输并非原始流程的一部

分；工厂在生产热球团矿之后会立即将其冷却，

然后通过橡胶传送带进行运输以供储存或立即使

用。由于球团矿需求和工厂输出量的增加，冷却

器的容量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因此导致球团矿的

卸料温度升高。这会导致不适用于高温运输的胶

带输送系统出现问题，因此需要更多的维护工

作，从而导致成本提高、工厂停工时间增加。工

厂经营者的初步解决方案是用水冷却球团矿，但

是这对球团矿的质量造成了直接损害，因此并非

良策。

此外，随着球团矿热装需求（高达 800°C）的

增加，为了减少电弧炉的能源消耗，使用胶带输

送系统显然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解决方案：金属盘式输送机由 AUMUND 设计

制造的现代化金属盘式输送机系统可以立即提供

热球团矿运输的技术解决方案，并正在全球推广

安装（见图 1）。但是，金属盘式输送机所提供

的选择不仅仅是单纯的运输，它所涉及的范围更

广。高达 800°C 甚至以上的物料温度都不再是

问题，还可实现 1,000t/h 的容量和 100m 以上的

距离，这为热球团矿在技术链中的进一步使用创

造了新的可能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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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将球团矿热装到电弧炉的方法已经确立，

但由于冷却的球团矿还将用作高炉和直接还原厂的

原料，因此此处也有热装的机会，从而提供了技术

上或经济上的优势。迄今为止，因为无法使用胶带

输送机，此类流程的热装尚未详细调查，但是使用

热球团矿的确能够获得优势。

金属盘式输送机的另一种使用方式是，作为附加

线性冷却器来补充现有的旋转型冷却器的低容量。

此附加冷却选项并非传统球团矿冷却器的替代

品 ， 但 它 可 以 扩 大 现 有 设 备 的 冷 却 能

力。AUMUND 已向巴西和印度的此类应用提供冷

却输送机。图 2 中展示了一个例子。

案例 2：热铁熔渣的运输

世界上大多数烧结厂已经运营数十年，对于许多烧

结厂来说，即便继续维修和维护也无法延长设备的

使用寿命。因此，许多企业决定在不远的将来进行

设备更换和改造。在参观过欧洲、亚洲和南美的许

多工厂后，我们发现其实许多关键区域可以通过使

用金属盘式输送机来解决问题，如下所示：

`  烧结机/碎渣机和冷却器之间的热熔渣运输可以

通过将振动输送机更换为金属盘式输送机得到改

进

`  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和噪音

`  更换振动加料器的磨损水槽的耗时问题也完全得

到了解决

目前，我们的金属盘式输送机已在德国、奥地

利和荷兰的烧结厂中投入使用，用于运输热熔

渣。KZB-S 型输送机已针对此应用进行了优化（见

图 3）。虽然运营商一开始有些怀疑，但是这些输

送机通过了时间的考验，在运营了 10 多年后依然

没有发生任何重大问题。热熔渣的承载能力也增加

了多达三倍。

一些具体的设计特征包括非常稳健的输送机设

计、额外的磨损保护以及寿命润滑辊子，这意味着

不需要润滑维护。

为日本炼钢厂最新设计的热熔渣输送机每小时可

以运输近 1,500 吨的热熔渣，将于 2016 年年末投

入使用。此外，还将使用附加的热回收系统对熔渣

生产进行优化。

结论

所介绍的两种应用均针对现有工厂问题提供了非传

统的解决方案。虽然金属盘式输送机的使用脱离了

传统方式，但是提供了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并且

有潜力进入钢铁工业的其他领域，以减少成本或提

高流程效率。MS

Frank Reddemann 是德国莱茵贝格的 
AUMUND Fördertechnik GmbH 公司冶金部门的
高级经理。

联系方式：metallurgy@aumund.de

r 图 3 KZB-S 型输送机正在运输热熔渣

r 图 2 AUMUND 输送机 KZB-KP 型，用于冷却热球团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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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F 转炉煤气清洗系统提升效率和废气
品质的升级改造
达涅利．林茨BOF炼钢技术专家和达涅利．康力斯高炉技术市场领导合作加速研发了BOF转炉工厂的煤
气清洗。该设计包含广泛应用在高炉上的改进型洗涤塔、以及改进型脱水器，与常规描述的设计相比有
着显著的优点。

达
涅利于2011年进军转炉业务，起初是

在达涅利．林茨新设的一个业务部门。

这项业务在高要求的炼钢领域快速的升

起。

达涅利．康力斯在高炉炼铁领域已做地非常成

功，在氧气炼钢市场同样出色；比如，在副枪系

统、连同其中一个最先进的2级系统的供货方面已

成为市场的领导者。达涅利．林茨整合并入达涅

利．康力斯团体，为进一步开发氧气炼钢设备开

启了伟大的先机。此外，这也是首次两个学科（

炼铁和炼钢）的同一个设备供货商的工程师们在

一个地方共同工作。在成本和资源节约方面，全

面打开了优化高炉和转炉工艺的工具和软件联合

开发的新时机。

在转炉废气捕获和冷却清洗领域，当前公司行

动聚焦在最小化维修需求的情况下、最大化排气

罩设计。这篇文章讨论了废气洗涤塔和脱水器设

计的整体再开发。

废气清洗---背景

转炉炼钢是一种批处理工艺，生成的煤气状态和

成份在一次冶炼期间自始至终都有变化。当吹氧

时，生成大量的高温(~1750°C)、满载粉尘(70-

200 g/Nm3)的煤气。该煤气在进一步处理之前必

需冷却清洗（含尘量降到20 mg/Nm3以下）。工

艺设备安装在转炉口的上方和旁边，进行能量回

收，如同收集和回收粉尘一样。

除尘可采用湿法或者干法工艺。当前，全世界

超过90%的除尘系统采用的是湿法。干法系统使

用静电除尘器，含尘量可达到小于10 mg/Nm3 

。在湿法系统中，煤气在文丘里洗涤塔内进行清

洗，洗涤塔之后紧跟着脱水器，含尘量可达到小

于20 mg/Nm3。然而，ESPs有很大的足迹和操作

上的缺点，与防止爆炸有关。

煤气清洗所需的压降通过引风机(IDF)来产生，

而引风机则通过冷却和清洗工艺输送煤气。具有

代表性的是，高热值(CO > 30 vol%)清洗煤气在

进一步加工处理之前存放在贮煤气柜内，而低热

值的清洗煤气则燃烧掉。

这篇文章聚焦在湿法清洗系统。第一步工艺是

对煤气和粉尘混合物用水进行淬火处理，主要是

作者: 荷兰，达涅利．康力斯，Matthias Meyn，Peter Klut，Ruud Herold

q 图 1 常规煤气清洗洗涤塔

主要操作

a

降温，同时也从煤气中去除粗粉粒，并把粗粉尘

颗粒输送到水系统内。细粉粒保留在煤气流内。

第二阶段，迫使煤气流通过“窄缝”洗涤塔，在

洗涤塔内细粉粒被输送到洗涤水流内。从两个阶

段收集的废水流被输送到浓缩机/絮凝罐进行沉淀

和固体清除[1-3]。

洗涤塔设计---基于文丘里管的洗涤塔

当前通常大多用在BOF转炉煤气清洗中的基于文

丘里管的洗涤塔是“瓣式文丘里”洗涤塔，通

常所说的是Baumco™ 型。代表性实例如图1所

示。瓣片定位在可调节的喉部。

瓣式文丘里洗涤塔典型问题

虽然瓣式文丘里洗涤塔广泛使用，但还是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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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存在一些缺点，包括：

`  在系统内的某些区域，煤气流和水流混合效率

较低，导致洗涤效率较低。

`  因为内部管道内的粉尘沉积会发生内部堵塞，

导致压降升高、损害系统的性能。

`  文丘里喉部具有相当复杂的设计、有许多可移

动部件。

`  文丘里喉部喷水嘴会发生堵塞，导致洗涤塔效

率损失；喷嘴需要进行定期维修（见图2a）。

`  清洁耙用作清除堵塞，但这些部件频繁损坏、

需要更换/修理（见图2b）。

`  洗涤塔出口堵塞对淬火泵效率有不利影响、加

速泵的磨损。

`  煤气在内部进行数次180°旋转，引起摩擦损

失，不利于清洗效率。

改进型洗涤塔设计

达涅利．康力斯已鉴定并实现了改进型设计，称

之为RS元件洗涤塔，更加严密地清除掉需要除去

的粉尘，改进了操作运行的效率和成本。

洗涤塔结构

RS元件洗涤塔是两阶段式单塔结构，如图3所示。

第1阶段是定位在洗涤容器上半部内的预洗涤/冷

却部分。这部分是开口式设计，配备有中心布置

的不堵塞型喷嘴。第2阶段包含RS元件和RS元件

喷淋，定位在预洗涤/冷却部分的下游、洗涤塔容

器的下半部内。通过并入水循环系统可最小化耗

水量，该循环系统循环第2阶段的水至第1阶段的

的顶部喷嘴。第2阶段还包含一套液压控制系统，

该系统用来定位RS锥体元件和控水阀（有时使

用）。

RS元件洗涤塔

最近开发的能更好除尘的是环缝或RS元件洗涤塔

（RS = Ring Slit环形狭缝= Annular Gap环缝）。

图4(a和 b)所示是两种类型之间的基本区别。

RS元件洗涤塔的优点是：使用瓣式文丘里洗涤

塔能解决许多发现的问题：

`  优化水和煤气流模式，生成更有效的设计。

`  由于设计为更加耐磨，因此运行寿命更长。

`  已被许多高炉应用所证明：几乎无需维护。

`  相比于资本支出费用相同的瓣式文丘里洗涤塔

系统，运行成本更低。

`  直流模式最小化了煤气的旋转。

RS元件洗涤塔包含一个RS元件，该元件可轴向调

节、朝向锥体外壳形成一个环缝。喷淋到颈区的

水以低气流速度流过导管、进入环缝，维持水均

匀分布到环缝横截面上。煤气和水被迫使穿过环

缝、产生高湍流和强烈的相互作用，这样，全部

r 图 2 实例(a)喷嘴堵塞、实例(b)瓣式文丘里洗涤塔内损坏的

清洁耙

r 图 3 RS元件洗涤塔原理图

r 图 4 Ra)环缝洗涤塔、(b) 瓣式文丘里洗涤塔

r图图 2 实例(a)喷嘴堵塞、实例(b)瓣式文丘里洗涤塔内损坏的实例(a)喷嘴堵塞、实例(b)瓣式文丘里洗涤塔内损坏的

r图图 3 RS元件洗涤塔原理图RS元件洗涤塔原理图

r图图 4 Ra)环缝洗涤塔、(b) 瓣式文丘里洗涤塔Ra)环缝洗涤塔、(b) 瓣式文丘里洗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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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

a

煤气流和粉尘颗粒彻底加湿、进行最大化的煤气

清洗。RS元件的主要部件为了达到长寿、比如锥

体外壳和主锥体本体、使用高耐磨耐蚀的材料。

RS元件出入口之间的压降主要决定了除尘的能

力，如图5所示。图表所示为：为了达到煤气含尘

量小于20 mg/Nm3 ，则要求压降大于150 毫巴。

喷嘴

在洗涤塔内，来自转炉的荒煤气、与来自一系列

喷嘴的喷淋水接触，如图3所示：这些喷嘴横靠洗

涤塔壳、垂直排列。每个喷嘴安装在一个穿过洗

涤塔壳的喷淋臂上、连接到供水系统。通过与水

接触，煤气被冷却、大部分粉尘被加温，从而使

粉尘与水混合。

尽管很牢固，在布水系统内依然有一处可改

进，即：喷嘴的数目和定位、以及喷枪。更具体

而言，通过改进水滴的雾化，增加水滴与煤气和

粉尘颗粒接触的表面积。与开口型喷嘴相比，使

用螺旋型喷头可获得这项功能，如图6(a 和 b)所

示，在相同的高度、按2/3/2模式安装三个喷淋臂

进行布水（只向下喷淋）。

一个标高设置7个喷嘴的优点可汇总如下：

`  水滴大小变得更小，即：平均水滴直径从空

心锥体喷淋2500 µm减小到螺旋型喷淋1250 

µm，加速了蒸发作用。

`  煤气和水滴在混合和分布方面有改进

`  较小水滴数目的增加和分布的改进极大地改进

了颗粒的加湿。

`  螺旋型喷嘴能抵挡积尘量高、水流饱和。

正如同图3内所能看见的，喷淋臂依然分布在柱

体上方、但所需的入口点数目显著减少。在第一

层，喷淋臂用水预冷并浸透煤气。下面两层的喷

淋臂加湿粉尘（捕获粗颗粒）、进一步把煤气冷

却到大约55-65 °C。

除了上述优点之外，使用螺旋型喷嘴还有如下

附加的优点：

`  这些喷嘴相比于开口型喷嘴，不易堵塞；螺旋

型喷嘴最初设计为用在烟道煤气的脱硫装置

上，对煤气流注入饱和浆液。

`  喷淋模式重叠，这样能改进洗涤塔整体性能，

因为极度不可能出现水覆盖面较小的区域。

`  相比于常规的洗涤塔设计，在洗涤塔内应用了

多重喷嘴，可靠性增加。

脱水

在可以有效使用清洗过的煤气和捕获的粉尘之

前，对洗涤工艺中所使用的水要尽可能多地脱

去。脱水有多种方式：

`  洗涤塔内部初始水滴分离---代表性的是煤气流/

轴向旋转。

`  外部机械水滴分离---代表性的是垂直式轴向脱

水器。

r 图 6 R(a)开口型喷嘴和(b)螺旋型喷嘴

r 图 5 典型RS元件性能与压降对比

`  湿法静电除尘器---在板上脱水除水。

大多数BOF转炉使用的是脱水器，最普及的是轴

向旋风型，使用许多导流叶片把煤气和水滴带入

自旋运动，从而分离BOF转炉煤气的水滴。轴向

旋风型脱水器适用于除去较大的水滴，但在除去

较细小的水滴方面效率较低。

不幸的是，本设计中由于环缝元件上方的压降

作用，产生大量的细水滴，据估计在环缝元件之

后的含水量可高达250 g/Nm3。在这方面，轴向

脱水器考虑到了该问题，做的非常好，出口含水

量介于4～5 g/Nm3的范围、效率达99.6%。

尽管有这些技术，在引风机、贮煤气柜、和废

气燃烧烟道处还是发现有大量的液态水。有些液

态水来自引风机所使用的喷淋、和管道工程内的

冷凝水，但从下水道的污染来看，同样清晰地表

明：当前脱水器工作不能象它们应有效工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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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型脱水器设计

在发电厂、石油和天然气工业，5 g/Nm3 的水滴

含量被认为含量太高，因此开发了更有效型的脱

水器。它的去雾能力可获得水滴含量小于0.1 g/

Nm3。实例如图7所示。达涅利．康力斯已与Sulz-

er合作，Sulzer是石油和天燃气工业分离系统一支

领先的OEM（原始设备制造商），根据该设计开

发脱水器、适合从环缝洗涤塔的下游、转炉煤气

中除去水滴。

新型脱水器设计

开发的新型脱水器[5]依据三步法来除去水滴：

1. 入口处使用壳牌Shell SchoepentoeterTM

2. 脱水器使用Sulzer MellachevronTM

3. 使用Sulzer KnitmeshTM和MellachevronTM

设计第一步是分流器入口，使用 Shell 

SchoepentoeterTM 供给 BOF 转炉煤气并将

其分配到柱体内、同时除去大部分粗水滴。第

二步由一个叶片型Chevron（雪弗龙）脱水

器、和Sulzer MellachevronTM 组成，Sulzer 

MellachevronTM 包含垂直定位的叶片、叶片使用

惯性分离水滴。对于通过Chevron（雪弗龙）脱

水器的最细小的水滴，在分离之前、需要冷凝；

第三步：除去工艺，通过以被淹没的模式、运行

Sulzer KnitmeshTM 、获得冷凝，形成水平式水

滴流。产生的较大的水滴收集在另一个定位在K 

nitmeshTM后面的MellachevronTM 内。来自所有

步骤的水滴都收集在容器的底部、返回到湿法洗

涤塔。Knitmeshare的工作原理如图9所示。

脱水器清洁

使用大量喷嘴清洁脱水器的MellachevronTM 和

KnitmeshTM 部件的表面、防止堵塞。该清洗可设

定为定期清洗、或者可设定为不同差压测量。清

洗水连同收集的水滴一起排出。

优点

作为与Sulzer合作的结果：现在获得了一项脱水器

设计专利，能达到BOF转炉净煤气内水滴含量小

于0.1 g/Nm3，折合成99.96%的脱水效率。同样

它的覆盖区较小、类似CAPEX常规设计。这样能

使废气燃烧烟道、BOF燃气锅炉的管道更清洁、

粉尘排放低，使引风机运行无故障，使BOF贮煤

气柜维修少、污泥少。

脱水器配置可选方案

在洗涤塔和引风机之间有相当可观的间距，可使

用设计可选方案：脱水可分为两个独立的装置。

这些由一个洗涤塔附近的便携式脱水器和一个引

风机附近的冷凝式脱水器组成。可选方案的排列

如表1所示。

冷凝式脱水器由一个MellachevronTM 和一个

r 图 7 水平轴向式脱水器

r 图 8 改进型脱水器设计r图图 8 改进型脱水器设计改进型脱水器设计

样，导致在废气燃烧烟道内扬尘、在冷凝池聚集

饱含水的粉尘。

环缝洗涤塔内的粉尘和水激烈接触、同样产生

含尘水滴。在当前的设计中，经过脱水器后、剩

余的5 g/Nm3水滴将被带到废气燃烧烟道、贮煤

气柜、最后带到BOF燃气锅炉的燃烧器。当BOF

煤气燃烧时，这将产生扬尘。

BAT BREF报告[4]表明使用文丘里型洗涤塔可获

得的极限为5-10 mg/Nm3，但是应注意到：这些

较低的值只有在能有效去除含水滴的粉尘情况下

才能获得。

由于转炉间歇式运行，必需有一个贮煤气柜来

容许BOF煤气连续流向终端用户。然而，由于在

贮煤气柜内有滞留时间，含尘水滴将停留在贮煤

气柜内产生沉淀、需要定期清除。这同样适用于

从供气管线到贮煤气柜、在虹吸中收集的水。需

要除去的水和污泥由于其化学成份的特殊性，需

要进行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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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

KnitmeshTM 组成，把水滴浓度降低到小于0.1 g/

Nm3。对于这些低浓度水滴，引风机运行更稳

定、振动更小。预期引风机无需水洗。

设计总结

代表性煤气清洗工厂新型设计原理图如图10所

示。设计改进如下：

`  RS元件洗涤塔设计的应用、依据的是高炉炼

铁广泛应用并已证明的湿法洗涤技术。通过宽

通道的直流煤气避免了改道旋转和不需要的压

降。在改进型洗涤性能方面、包括改变整个洗

涤塔的喷水模式和分布，通过快换螺旋型喷嘴

的喷淋水容许对水质的要求不太严格。特殊内

途层的使用减少了堵塞和磨损。

新型脱水器设计比传统的轴向型效率更高。本文

同样介绍了先进的多阶段式脱水器设计、该设计

已证明在其他行业有业绩记录。有效的水滴分离

进一步减少了颗粒物排放、有助于解决引风机的

运行问题和损坏。这项精心设计比常规的轴向水

滴分离器有很大的优点。改进型脱水器的应用、

可使BOF转炉煤气含水量降低到小于0.1 g/Nm3 

，从而使废气燃烧烟道和BOF燃气锅炉的管道更

清洁、粉尘排放低，使引风机运行无故障，使

BOF贮煤气柜维修更少、污泥更少。 MS

联系方式：Edo.Engel@danieli-corus.com

荷兰、艾依墨登、达涅利．康力斯，Matthias 
Meyn，Peter Klut， Ruud Her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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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图 9 Knitmesh排列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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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图图 9 Knitmesh排列工作原理Knitmesh排列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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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器 位置 分离技术 排水

便携式脱水器 近邻环缝洗涤塔 Schoepentoeter
TM

 洗涤塔下部

  Mellachevron
TM

冷凝式脱水器 I引风机前面 Mellachevron
TM

 冷凝收集池

  Knitmesh
TM

和

  Mellachevron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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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液真空脱气应用中成功利用机械真
空泵
机械干式真空泵正越来越多地取代真空二级炼钢厂应用中的传统蒸汽喷射器，因为与传统蒸汽喷射器相
比，前者表现得“更环保”，并且其综合运行成本降低了97％。该计算考虑了蒸汽、循环水的生产成
本，冷凝水的维护和处置以及机械泵的低功耗及其低维护成本。 

多年来为了在高生产率下实现和保持这些经济优势，需要良好的系统设计和设备维护。 
Edwards是一家主要的真空泵制造商，在全球钢铁行业拥有广泛的干泵安装基础，并且掌握了多年的

现场经验。

炼
钢市场对高等级钢材的需求量越来越

高，无论是用于汽车、轮船和铁路等交

通工具的钢材，还是用于桥梁和高层建

筑的结构钢，需求一路看涨。 

采用真空技术处理钢液，确保脱氮、脱氢或脱

碳以适合钢应用的要求，是现代炼钢工艺路线的

关键部分。业界所采用的各种真空脱气工艺都是

久经检验的可靠方法，传统上均配备蒸汽喷射器

来帮助产生真空。 

但在过去15年里，干式真空泵的使用显著增

加。从在铸造钢坯操作中安装执行相对较轻的任

务开始，它们的应用已经发展到如今可以满足连

铸机操作的高容量要求。这些操作要求抽真空设

备在高运行时间的操作期间连续运行，因此，关

于泵系统设计和可靠性的要求是目前行业中讨论

的热点。   

从蒸汽喷射器到机械泵的转变不仅仅是设备的

转换，而是一种范例的改变，需要在操作和系统

设计上采用不同的方法。  

本文概述了作为大规质量输送的蒸汽喷射器和

作为容积式输送的机械真空泵之间的区别，并且

介绍了系统设计（抽气能力核定、泵房安装和过

滤器）的相关内容，以及用于真空脱气（VD）和

真空吹氧脱碳（VOD）设施的现场性能测试、运

行与维护，一切旨在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钢液脱气真空要求 

真空条件下的二次冶金处理方法主要有真空脱

气、真空吹氧脱碳和双管循环真空除气。一般

情况下，工艺流程要求在5-9分钟内抽空降压至

0.67mbar（0.5torr），并在此压力下处理约20分

钟。真空脱气和真空吹氧脱碳的其他形式，包括

在更高压力下的预氧气吹除钢碳。 

低压下的抽气速度要求较高，真空脱气炼钢

约为1,200m3/h/t，真空吹氧脱碳约为1,500m3/

h/t，双管循环真空除气约为3,200m3/h/t。这些

数值均基于现场经验，但可能会根据化学冶金设

作者: Anke Teeuwsen, Aditya Agrawal, Leonardo Bonifacio, Tom Burke和Frank Shi 

Edwards Ltd

r 图 1 蒸汽喷射器原理图

计的计算而有所不同。这些数字指的是优化后的

设备安装，未考虑不必要的额外气体负荷。  

在旧设备安装中，蒸汽喷射器的安装容量通常

是超大型的，以抵消由于喷嘴内积尘导致性能的

逐渐恶化，并延长其维护间隔时间。因此，它不

适用于比较机械真空系统规模的合适基准。 

工艺气体是Ar、N2、H2、C、CO和其它气体的

混合体，并含有大量可自燃的细粉尘。 

蒸汽喷射器技术

蒸汽喷射器是由动力蒸汽喷嘴、吸入腔和混合扩

散器三部分组成的简单装置，如图1所示。

动力蒸汽通过动力流体喷嘴进入喷射器，经膨

胀压入混合扩散器，然后将压力能转化为速度

能。蒸汽带走吸入气体，混合物通过混合扩散器

进入，部分速度能被转换回压缩能，使混合物在

高于吸入压力的压力下被排出。 

可达到的压缩比大小取决于动力蒸汽的数量和

质量。 

多级蒸汽喷射器系统要能实现比单级装置更

低的吸入压力。该技术可达到的最低极限压力

为~0.5mbar，而机械系统可达到的极限压力为

0.001mbar。  

级间冷凝器需要将下一级的蒸汽消耗保持在实

际限值内。系统上游级的工作蒸汽被冷凝，只留

下饱和的非冷凝气体供下一级处理。 

冷凝器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冷却水温度，

r图图 1 蒸汽喷射器原理图蒸汽喷射器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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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最高25℃，而Edwards机械真空系统在高达

40℃的环境温度条件下最高允许38℃的冷却水温

度。

两种抽气装置采用液环泵作常压级，这限制了

蒸汽的消耗，但高功耗的原理是由于机械工作原

理移动轴封水形成一个循环回路。此外，这种泵

需要维护和产生需要处置的废水，这增加了运营

成本。  

蒸汽喷射器是大规模输送系统，其工作原理是

移动一定量的气体，这与气体温度无关。性能可

测量，例如：kg/h DAE（干空气当量）。一级内

的性能相对稳定。图2显示了每级20-30lb/hr的范

围。 

 

特性和优点

`  无运动部件，维护保养成本低，备件库存量低

`  在堵塞和性能下降之后，大的内部间隙需要定

期清洗

`  过滤有益但非强制性的内容

`  由于额外投资较少，初始安装的吸入容量限制

较低

`  如果没有使用过滤器，则没有入口温度限制

劣势

`  当氧气转炉没有足够的蒸汽用于蒸汽生产时，

资本成本高

`  即使有蒸汽可用，在某些情况下氧气转炉也需

要提高蒸汽的质量

`  利用锅炉生产蒸汽生产功耗高

`  安装后无法提高性能

`  冷却水温度要求不高于25℃，以确保冷凝器性

能

`  冷凝物、液环泵给水和清洗泥浆的处置成本高

`  维护耗费时间，尤其在没有过滤的条件下  

`  由于锅炉预热的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Ð
ÐÐÐ

机械真空泵

与蒸汽喷射器不同，机械式真空泵是容积式输送

装置。随着暴露在真空系统中的内泵容积增加，

来自真空系统的气体被膨胀吸入以填充增加的容

积，因此系统压力下降。正是这种现象让机械真

空泵工作。 

为压缩到大气压力，钢液脱气采用了目前先进

一流的工作原理的螺杆泵。两个轴螺旋形转子通

过连续螺纹槽压缩将工艺气体推出排气口（见图

3）。   

传统的单端螺杆机构向一端压缩时，会承受额

外的轴向载荷并在排气时产生热量。为了克服这

个问题，Edwards采用了一种高科技的单端锥形

螺杆设计，或者采用了如图4所示的双端螺杆机

制，将流动的气体压缩到两端。这确保了更长的

轴承寿命，避免了过热以及在严苛的钢液脱气任

务中可能出现的功能故障问题。  

在同样直排大气的工况下，螺杆式真空泵具有

出色的极限真空性能，而蒸汽喷射器（根据不同

的设计）极限真空则止步于0.1mbar

增加了多级罗茨真空泵或通称的机械增压泵

（MB），在较低压力下实现高抽速性能，且功耗

非常低。

罗茨真空泵原理图如图5所示。这些泵是两轴转

子结构，可以在没有内部压缩时一步输送气体，

较高压力级的设计中也可以使用气冷罗茨泵。

所有的泵都配有变频器，用于螺杆泵的软启动

和抽真空时的罗茨泵的变频驱动。

真空物理学 - 波义耳定律

在17世纪中叶，罗伯特·波义耳发现“在密闭容

器中的定量气体，在恒温下，气体的压强和体积

成反比关系”。对于理想气体，压强和体积的乘

积是常数，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方程p * V =常数。

在低压力下所捕获的体积中包含的分子数量较

少，随着压缩的不断进行，气体中的质量密度逐

渐增大。如图6所示。

在系统抽真空的过程中，随着压力的增大，罗

茨泵内充满了质量密度更高的工艺气体，因此压

缩功就会大得多，从理论上讲，功耗会上升到与

功率要求相比不切实际的数值。这就是为什么所

有的罗茨泵都会以较低的频率启动，达到在较高

的压力下捕捉较小的体积，也是为什么随着系统

入口压力降低，机械系统吸气速度曲线向压力降

低方向增加到最大而实际质量流量性能反而下降

原因。（见图7）。 

控制理念因不同厂家的真空系统概念和增压泵

压缩能力而异。 

Edwards模块化概念考虑了罗茨泵在大气压下

启动，然后当压力降低时，罗茨泵持续地加速直

至全速运行，以摆脱变频器设定的电流限制。这

可以让我们在系统启动后，在安全限度内促使系

统达到最大抽速和优化的性能，如图7所示。系统

r 图 2 多级蒸汽喷射器性能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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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从已安装的1000m3/hr前级泵，沿着压力降

低的方向稳定增高。  

根据设计原则，罗茨泵的功耗比机械泵低，由

于工艺气体只输送到下一级，所以压缩功更低。

罗茨泵上安装电机的功率取决于与用途相关的两

个因素，一个是它的耐压差能力，另一个是由于

大质量的高惯性转子而造成的机械损耗： 

`  具有耐压差高能力的罗茨泵，有助于缩短系统

抽真空时间，特别是安装在螺杆泵的上一级

时。 

`  低转速的大抽速罗茨泵，消耗额外的功率来克

服重型转子的惯性，同时加速度也较慢，影响

系统抽真空的性能。

Edwards系统设计理念是在第二级采用强压

缩，在第一级采用新型高性能罗茨泵（创新的轻

型转子技术），如图8所示，适用于应对粉尘环

境。

性能测试 

机械真空泵和系统的性能测量，请参见DIN28426

。压力罩的使用（见图9）可确保稳定的气流进入

泵的入口。将容积流量计连接到进气口，并在压

力罩上明确定义的端口处安装压力计，以确保测

量结果不受湍流的影响。所有仪器必须在单个泵

或系统的相应量程范围内定期校准并进行选择，

以确保结果的可再现性。 

在发货前，会按照这种方法对Edwards的机械

系统进行内部测试，从而确保性能完全正常。 

对于调试期间的现场测量，采用HEI校准喷嘴测

量质量流量的简单方法（见图10和11）是标准做

法。热交换研究所根据更广泛的校准工作开发了

HEI喷嘴，并被公认为流量计量标准。该喷嘴应用

于测试台上的端口，端口连接到过滤器下游的吸

入管分支。为此，压力计通常安装在为实现此目

的的进气歧管的端口上。 

由于气体和条件不理想（即使在实验室），在

不同真空压力下计算容积流率时可使用下列等

式：

其中：

r 图 3 典型的单端螺杆机制

r 图 4 IDX – 双端螺杆机制

r 图 5 罗茨真空泵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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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系统应进行泄漏测试，以避免额外气体负荷的

影响。 

根据DIN 28426和ISO 1607的吸入速度测量要

求，允许10%的公差来补偿正常的误差。 

额外气体负荷

系统的密封性对保证真空系统的效率至关重要。

例如，一个直径为1cm的孔，会导致65kg/hr的

泄漏。这符合0.67mbar压力下81,800m/hr的吸

入抽速要求，等同于工艺气体性能要求为55吨 

VD的系统！由于泄漏率的增加将限制可达到的

工艺压力，这可能会影响所需的相应钢液脱气效

果，在最坏情况下还会影响钢的质量。  

建议针对过滤器和罐体例行开展定期的泄漏测

试，即执行自动压升试验。查找泄漏部位可以使

用检漏仪完成，如图12所示。

气体系统连接泄漏（焊接或法兰），及用于相

机的保护气体，水冷罐体密封产生的水蒸气，或

耐火材料的湿度，都可以为系统增加不必要的气

体负荷。 

这些气体负荷与工艺气体流叠加，就要求更高

性能来达到所需的工作压力。特别是，现有的精

炼厂需要仔细调查和大修，以尽量减少这种气体

负荷。用干式密封方案替代水封方案，更换消耗

大量保护气体的照相机，以及任何其他额外气体

负荷源，并发现所有泄漏密封。 

由于对设备进行了投资，系统性能将会得到优

化，一些间接成本比如集成到控制设施中、泵房

和地基的占地面积等将会更低，投资回报将会更

快，因为更少的设备只需更少的维护和公用工程

消耗，所以总体拥有成本也会更低。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新耐火材料在开始投产

前必须完全干燥，因为水蒸发会限制可达到的压

力，并增加泵的负荷，这可能导致过热。  

 

r 图 6  波义耳定律和罗茨真空泵图解

r 图 7  3级脱气系统的性能曲线

r 图 8  Edwards全新的大型增压泵Gmb 40，含组合式转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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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水质量

优质的冷却水对于机械真空系统至关重要，因为

与钢厂的其它设备相比，泵上的冷却水通道相对

规模较小。 

冷却用于：

`  直接冷却罗茨泵的油、机械密封和工艺气体流

量 

`  直接或间接冷却螺杆泵

冷却水来自水处理厂。 

然而，由于Edwards机械泵的冷却水回路没有

分支，而且通道足够宽，因此冷却水回路的通道

很容易冲洗干净。

在主冷却水路与真空系统之间并联安装两个滤

水筒是一种不错的做法，可确保吸附各个泵的冷

却回路中的颗粒。三通阀允许从一个过滤器切换

到另一个过滤器，以防堵塞。入口和出口的压力

计指示过滤器两端的压差，从而指示堵塞的状态

和清洗的需求。 

冷却水温度应不超过38℃，整个系统的压差为

2 bar，入口处最大压强为5 bar(g)。 

安装机械真空泵系统

出于几方面的原因，在受保护的环境中安装机械

真空泵系统是不错的实践做法。一个原因是环境

温度，这是机械真空泵通常允许的为5-35℃的环

境温度范围。 

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需要空调来确保在炎热

夏季进行适当制冷，而在寒冷冬季，当未使用系

统或是为确保在泵启动时油温不会过低，将使用

加热器防止冷却水结冰。此外，真空系统还要防

止遭受炼钢厂粉尘的侵袭。

还有一个原因是，现代钢厂需要保护操作人员

免受噪音的困扰，因为真空泵是旋转机械，会产

生较高噪音。 

通过安装在螺杆泵和/或共用排气歧管上的消声

器，可以降低废气管内的噪音。在某些情况下，

废气管道会接入钢铁厂的除尘系统。此时，无需

消音器。 

r 图 9 压力罩示意图

r 图 10 校准的HEI喷嘴

r 图 11 炼钢厂的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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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系统安装图为良好的基础设计提供了建议。进

气歧管应焊接在支架上，因为开启或关闭进气阀

门可以有力地移动波纹管。 

每个泵的良好可拆装性，将确保轻松的检查和

维护程序。通过设计电缆和所有供应公用工程的

管道，如冷却水、氮气、压缩空气的管道，可以

保证实现这一点。 

起重机应该有更换泵或电机的无障碍拆装空

间，并将干预时间保持在最低限度。 

泵系统和排气歧管的最低点，应该提供定期排

放凝结水的端口，因为工艺气体含有水蒸气，特

别是在潮湿地区。  

安装在真空泵系统附近的一个本地控制箱，将

支持在没有第二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轻松进行泵系

统的任何测试，例如，出于维护目的的泄漏测

试、功能测试或清洗程序。

 普通泵房如图13所示。

维护

现场人员可以负责执行Edwards真空系统的大部

分维护工作。所有的机械泵都应该定期检查是否

有不适当的噪音和振动，以防止发生意外故障。 

可以轻松透过观察镜检查齿轮箱的油位，如有

需要还可以加满油。排流点位于最低点，能够排

泄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冷凝水；这是冷启动系统之

前的良好做法。  

泵的内部很容易检查是否有积尘，但如环境粉

尘量正常，则只有螺杆泵需要经常清洗，因为螺

杆泵位于任何机械系统的最低点。清洗间隔时间

取决于使用频率、滤袋的质量，也取决于湿度的

高低，高湿度会使粉尘非常具有粘性。   

EdwardsIDX螺杆泵的设计可轻松进行现场溶剂

冲洗，这种清洗每年不少于一次。  

由于粉尘的进入会导致齿轮箱内的油受到污染，

因此需要更频繁地更换机油，所以我们采用氮气

吹洗气流来保护齿轮箱不受工艺气体的污染。

其它维护工作是检查和清洗粗滤器、滤油器与

公用工程供应（氮气和冷却水）管道和端口，这

些维护工作的间隔时间取决于滤袋的使用率和质

量（见下一节）。如果电机和泵之间的联轴器发

生磨损，可以很方便地检查和更换。  

定期换油需要根据使用率，从每年一次到每三

年一次。操作3-5年后，根据使用率，需要进行包

括轴承更换在内的大修。此外，过滤器需要定期

检查滤袋是否损坏，如有损坏必须更换滤袋。

过滤器 

机械泵耐受粉尘的能力，取决于转子和定子之间

的间隙。由于工艺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细粉尘会

导致机械装置失灵，因此必须在吸入管路中安装

过滤器。带一体化旋风分离器的袋式过滤器先进

一流，安装在室内或室外的吸入管路中（参见图

14）。 

r 图 12 查找泄漏处

r 图 13 典型的泵房设施 – 真空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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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处理是成功安装的关键，因为当有氧气存

在时，粉尘会自燃。需要定期清洗交错进行氮气

吹洗的过滤器，并应在每个工艺周期后立即进行

清洗，以避免在下一个泵抽真空过程中空气进入

过滤器，从而避免粉尘自燃导致滤袋穿孔。烧伤

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如图15所示。

建议安装一个与自动化系统相连的粉尘探测

器，以便在早期获得滤袋穿孔的信息。根据现场

经验，滤袋穿孔是一个缓慢的恶化过程，因此可

以通过几种处理来监测这一趋势。 

对于有氧气吹扫和上游吸入管路附加冷却器的

工艺，必须采用过滤器，以减少较高压力下的热

负荷，从而防止滤袋损坏。同时，必须绝对防止

除气处理产生的火花进入过滤器，因为这也会烧

坏滤袋。如果过滤器的安装位置靠近罐体，则添

加旋风除尘器能有所帮助。从过滤器中排放粉尘

需要小心控制，因为粉尘暴露在空气下仍具有自

燃性（见图16）。 

控制

所有的机械泵都配有变频器，用于软启动和变频

控制。在Edwards3级模块化系统中，所有增罗茨

泵都可以在大气压下运行的，以克服逆变器电流

限制，最大频率设置取决于罐体压力。  

这确保了在泵操作限制内抽真空时，具有最大

性能。 

与蒸汽喷射器不同的是，压力控制（如吹氧）

是平滑进行的，也就是说，由于简单的泵频率控

制，所以不会多级进行。 

互锁、警告和报警必须正确集成到控制系统

中。HMI应突出安全相关仪器的功能，以确保尽

早交换信息。应该仔细考虑HMI的设计，让操作

员能够一目了然的了解到各种功能。只有相关信

息才能显示在桌面上供操作员进行操作使用。详

细信息可以显示在其它层上，操作员可按需查

看。这将帮助操作员快速决策。历史趋势的数据

存储有助于跟踪任何问题。 

典型的工艺循环将按照预先编程确定的顺序工

作，操作员可以很容易地使用按钮或触摸屏来“

启动”和“停止”真空系统与工艺。每个按钮应

该具有一个关联的灯，以指示正在执行的顺序。

这将会让操作更加简单，并能够避免错误。 

罐体系统也许可以提供氮气吸入设备，以允许

操作员在炉渣泡沫化时，按需人工增加罐体压

力。所有的顺序都应包括安全相关的互锁以及最

佳实践操作方法，以延长泵的使用寿命。  

埃地沃兹工作范围包括详细的文档，描述有关

子工艺序列、互锁、报警和警告的选项。真空系

统的控制是精炼厂自动化的一部分，不需要真空

泵系统供应商的支持就可以轻松地按照各个工艺

要求进行调整。

r 图 14 典型的钢液脱气过滤器安装

r 图 15 损坏的滤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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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图 16 可自燃的粉尘

edwardsvacuum.com/steel专注于钢液脱气
如果您想找一个性能可靠的完整泵组或者您想替代机械罗茨泵，
那么爱德华是您明智的选择 

新的爱德华GMB40K罗茨泵领导大罗茨泵：

-        极致紧凑的设计
-        无可匹敌的性能带来快速抽空
-        大大降低的能耗，降低碳排放
-        备件方便，维保无忧

总结 

钢厂、工程部和真空系统供应商之间的良好合

作，可以使设备安装具有最高的环保和经济效

益。  

成功的关键是设计严谨的精炼厂，它应具有优

化的产量和泄漏率，优秀的过滤系统，正确安装

的真空泵，以及简单安全的自动化操作。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训练有素的现场人员能

正确使用和维护设备，将可保证持久稳固的成

功。MS

Anke Teeuwsen是英国Burgess Hill全球技术中心
Atlas Copco真空技术分部Edwards的全球市场
炼钢业务经理 
Aditya Agrawal就职于Edwards印度私人有
限公司，Leonardo Bonifacio就职于Edwards 
Spa，Tom Burke就职于埃地沃兹美国公
司，Frank Shi就职于埃地沃兹技术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anke.teeuwsen@edwardsvacu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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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S-专用于钢液真空脱气应用的
市场领先的真空解决方案，

立足百年，新起点，新征程。

百年真空创新，意义非凡。2019年标志着Ed-

wards从创立伊始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

从开始时设立车间，到后来从公司位于伦敦南

部的办事处进口真空设备，Edwards一路风雨

兼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Edwards人实现了

难以计数的技术创新，帮助改善了世界各地数以

百万计民众的生活。他们的工业创新让全球成千

上万的公司受益，这些公司充分利用Edwards

的 真 空 技 术 ， 帮 助 改 进 自 己 的 工 艺 和 最 终 产

品。Edwards的开拓精神是公司对客户做出承诺

的核心所在，公司致力于营造不断创新的文化环

境。这一承诺也促使公司持续大力投资研发项目

以及研发员工。 

面向炼钢行业的全新真空创新

GMB40K大排气量真空罗茨泵便是持续创新的范

例，全新的GMB40K罗茨泵专为满足钢液脱气的

严苛要求设计，其标称排气量量为40.000m³/h，

采用创新模块化转子和紧凑型设计，相较于同类

产品，它能提供更加优异的性能和更短的抽空时

间。您还可以轻松地将其集成到系统之中，采用

现成备件，维护工作也无需担心。

轻量化的转子设计是罗茨泵颇具创新的核心工

件，可以有效应对灰尘困扰。以转子为核心的机

器是与Edwards服务团队紧密合作完成的，其设

计构思基于Edwards罗茨泵在全球钢铁行业庞大

的安装客群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因此，采用标准

电机的工业泵拥有极为紧凑的设计，易于处理和

维护，且能耗低。

帮助开发优质钢材

一家专业生产合金钢、不锈钢和铸钢件、锻件和

轧制件形状特殊钢的领先小型钢厂，

一直采用四级机械真空系统。系统包括与当地供

应的气冷罗茨泵，总装机功率为435KW。即使有

如此高的功率，系统也无法达到工艺真空和所需

的抽空时间。

Edwards真空技术能够提供定制版本的模块化钢

液真空脱气系统，还能提供更强大的支持能力，

以满足抽空时间要求。

最新版本的ESDM（Edwards钢液真空脱气模

块）包含了新的机械增压泵GMB40K。由于整体

连接电机负载仅为200KW，所以系统噪音更小，

所需供应的冷却水量也显著减少。 

Edwards系统解决方案可以提供：

`改进的工艺质量和生产力

`显著减少能耗

`对环境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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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图 1 爱德华带GMB40K，HV8000和IDX1300的钢液脱气模块

r 图 2 爱德华钢液脱气模块安装实例

简单的预装配式安装和快速调试，有利于达到最

高效率。EdwardsESDM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了

低于0.5mbar (a)的真空水平，帮助钢厂提高了生

产力和效率。

由于所需功率和水量均大幅下降，运营成本也明

显降低。

最终实现了一致、可靠的真空质量，并提高了最

终产品的整体质量。

干真空技术的优势

与传统的蒸汽喷射器相比，Edwards干真空泵

技术系统可以提供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较之蒸汽喷射器，干式泵已被证明可以降低高达

97%的运行成本，实现更高的抽气速率，并最终

拥有更低的维护成本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ESDM

安装简单，预装配式安装和快速调试可以确保工

厂正常运营。 

总结主要优势如下：Edwards钢液真空脱气模块

配备GMB40K大排气真空罗茨泵，不仅提高了工

艺质量和生产力，同时也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和

能耗。 

自1998年以来，Edwards已经安装了200多台钢

液真空脱气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众多久经考

验的优秀成功案例可供参考。 MS

r图图 2 爱德华钢液脱气模块安装实例 爱德华钢液脱气模块安装实例

r图图 1 爱德华带GMB40K，HV8000和IDX1300的钢液脱气模块 爱德华带GMB40K，HV8000和IDX1300的钢液脱气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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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家TWIN MI.DA.设备将成为传统小
型钢厂的竞争替代设备
继达涅利成功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无头连铸连轧(ECR)工艺，以及小型短流程钢厂（MI.DA.）区域性小型
钢厂理念之后，达涅利已经开发了Twin MI.DA.产线设备。利用电弧炉或转炉，在一台连铸机上对钢水进
行铸造，然后通过两条轧线生产长材产品。中国已有两家钢铁公司订购了全球首批的该套设备。

多
年以来，达涅利开发出了多项成熟技

术，连铸可在高达7.0m/min（甚至更

高峰值）的稳定速度条件下生产，并以

94%的正常运行时间将整个生产流程的成材率提

高至99% 。因此，达涅利的无头连铸连轧(ECR)

工艺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满足了客户日益增

长的需求，以竞争的方式实现钢厂生产力的最大

化。

如今，由于这些最新的技术发展，ECR工艺成

为了一种成熟、可靠且经济的直条棒材、工字轮

盘卷和线材的生产方式。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将

完全取代传统的小型钢厂。

TWIN MI.DA.理念

自2009年起，采用ECR工艺的达涅利MI.DA. ®

或“达涅利小型短流程钢厂”理念投入工业化运

营，旨在区域内生产棒线材等特定产品。目前中

国正在扩大该区域概念的应用，通过Twin MI.DA.

概念使钢厂生产能力加倍，满足本地客户的需

作者: Aldo Tellatin和Jozi Shuli

Danieli SpA

求。在本质上是一个高速的双流连铸机，每流均

以无头轧制模式分别向两条独立的轧线供料，使

成品产量增倍，即达到1.3/1.4Mt/y。

中国的两份重要订单预示着MI.DA设备的规模

发展和增长，它将会逐步取代最大的传统短流程

钢厂。如本文所述，由于对自然资源保护日益关

注，对节能技术的关注也随之增加。

中国的订单

达涅利已经收到两份来自中国的订单，将在中

国西南的桂林平钢和西北的山西建邦各建一套

MI.DA设备。这是中国首批从传统的MI.DA.中获

益的钢铁制造商，该理念具有运营成本和操作维

护成本上的优势，采用最佳的节能和环保方式。

平钢钢厂配有一条可生产700ktpy带肋线材的轧

线和一条可生产700ktpy螺纹钢的轧线，而山西建

邦钢厂的每条轧制线（共2条）可生产700ktpy直

条螺纹钢。

这是MI.DA.设备首次将线材产品并入原MI.DA

连铸机

感应加热器模块

粗轧机

中间/精轧机

UFG工艺水冷线

高速线材精轧机

线材线

吐线机

打捆和收集站

棒材生产线

冷却BED/DRB系统

定尺切割系统

捆扎机

线材冷却输送机

线材集卷站

输送线

r 图 1 Twin MI.DA.平钢钢厂工艺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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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的直条螺纹钢生产的组合。

两套设备均配有高速双流连铸机（每流铸机每

小时产量为110t）、1个通用中间包（根据配置可

连续为两条独立的轧制线供料，生产直条螺纹钢

和/或线材）。平钢钢厂工艺设备配置的示意图如

图1所示。

两套MI.DA.设备都将安装在现有厂区内：桂林

平钢的钢水来自一座废钢电弧炉，而山西建邦的

钢水则来自高炉—转炉，由此显示了MI.DA.技术

在钢水来源方面的巨大灵活性。

在两个项目中，轧线均配有上游感应加热炉（

平衡钢坯温度）、20 架H/V无牌坊轧机、直接

轧制打捆系统（DRB）、线材生产线及与其相匹

配的精整区。DRB系统包括裙板辊道，对于> Ø 

20mm的棒材，在进入步进梁式冷床之前，抬高

裙板就可停止棒材输送。

通过使用半径为12m弧的连铸机生产190mm方

坯，桂林平钢的DRB可生产10~16mm的直螺纹

钢，使用裙板辊道生产20~28mm直螺纹钢，高线

生产6~12mm的带肋线材。

山西建邦的DRB可生产12~20mm直螺纹钢，使

用裙板辊道可生产22~40mm的直螺纹钢。 

这两个客户对twin MI.DA配置感兴趣，这不仅

因为其在大规模生产中的有效性和经济性，还由

于它在环境可持续性及节能方面的极高效率，能

使CO2的排放量降至最低。首套Twin MI.DA设备

将在桂林平钢启动，预计2020年初竣工， 2021年

春季将启动山西建邦的项目。

关键技术

随着转换成本的竞争日益激烈，采用最新一代连

铸机应用的最新FastCast™技术，便可以实现高

生产率。

达涅利FastCast™技术以两个创新高科技系

统；ECO高效结晶器™和高速浇注™结晶器振动

系统为主，下文将详细说明。

Eco高效结晶器™

高效结晶器实现了性能与操作的一致性，从而将

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进一步提升产品成本竞争

力所需的技术上，因此我们选定了Eco高效结晶

器。

因使用最新技术通过薄壁铜管及新设计的水冷

通道，增强了水冷性能，从而降低弯月面的温

度，减少了结晶器中的媒介使用量。根据传统结

晶器和原高效结晶器进行的设计改变如图2和图3

所示。

Eco高效结晶器™是高效结晶器™的升级版，

改进如下：

`  冷却通道采用全新几何结构，热传递效率更高

`  薄铜壁

`  新涂层可提高硬度

`  减少偏离角裂缝，改善次表面质量

增加的强化层

密封涂层

Eco高效结晶器™铜合金

r 图 2  ECO高效结晶器的设计

r 图 3  通过不同结晶器的热传递模型

r 图 4  FastCast Cube®

r图图 3 通过不同结晶器的热传递模型通过不同结晶器的热传递模型

1 传统结晶器的铜

管热传递

2 高效结晶器（带纵向冷却钻

孔的整体管）。

3 Eco高效结晶器（薄壁管

和新设计的水冷通道）。

r图图 4 FastCast CubeFastCast 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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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了冷却系统

`  自适应热传递

`  60kt使用寿命

`  降低冷却水流速

高速浇注™

图4所示的高速浇注®（FCC®）是最先进的结

晶器振动装置，特点是硬度高、振动质量和惯

性低（振动频率更高），采用无支撑悬浮系统

和免维护原理。因此有可能达到无与伦比的铸

造速度性能，即7.2m/min，相当于单流铸造约

56.6t/h 生产130×130mm方坯截面和120t/h生

产较大截面。 

FCC与Eco高效结晶器组合的用途如下。

工艺

采用专业的优化化学处理方式，尽可能减少甚

至避免使用某些合金元素（如低碳和低锰钢

材），以及尽可能减少或避免采用低表面温度

轧制，形成较小晶粒。 

采用这种方法，使用通过超细晶粒（UFG）

工艺取得的微观结构，平衡了精密化学处理产

生的低机械性能。

两套设备均采用了UFG工艺，可提升极细微

结构，增强最终机械性能，尽可能减少甚至避

免使用合金元素，符合中国的结构钢国家标

准，例如生产的无马氏高韧性结构钢确保抗震

性能。

中国结构钢国家标准—新版GB/T 1499.2 – 

2018《钢筋混凝土用钢》中明确规定了棒材必

须具备的几项特性，主要是因为用于中国地震

频次较高的地区，必须具有更高的抗震性。

晶粒度—通过专门的温度可控轧制策略来控

制晶粒度，保证高UTS/产率和延伸率%（表面与

核心的硬度差Hv应小于40）。轧制过程中的时

间 — 温度曲线如图5所示。

采用UFG工艺，有可能将晶粒度由5µm降至

1µm，从而生产出延展性比采用传统淬火回火

炼钢工艺高的钢材。

QTB是一种硬冷却系统，分为三步： 

`  淬火阶段；中心温度保持在奥氏体化温度范

围内； 

`  自回火阶段；棒材的余热从中心传至表面，

对表面形成的马氏体进行热处理，获得较高

的硬度；

`  将成品棒材放置冷床上，冷却至室温，中心

处的奥氏体转化成铁素体和珠光体。

UFG工艺是生产建筑用结构棒材和盘卷的最佳

方式，能减少熔炼车间微合金的添加量，避免

在轧制期间形成马氏体微观结构。

经过评估，不添加微合金—钒可节约大约

120RMB/t的平均成本。

r 图 5  距离 - 轧制和冷却过程中的温度趋势

r 图 6  物料中心处标有晶粒尺寸的微观结构图

r图图 5 距离 - 轧制和冷却过程中的温度趋势距离 - 轧制和冷却过程中的温度趋势

距离 – 沿RM

的温度曲线

SQ190无头轧

制 –由SQ190

制成的螺纹钢

2×16mm

连铸机

中心温度

感应加
热器

粗轧机与
中轧轧机

预冷
阶段

精轧机 终冷阶段 冷却床

表面温 度 平均温度

r图图 6 物料中心处标有晶粒尺寸的微观结构图物料中心处标有晶粒尺寸的微观结构图

标准工序微

观结构

UFG处理微

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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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因素

节能与环境可持续性，中国和大多数国家目前采

用的结构钢生产工艺即将发生巨大变化，就像美

国曾经历的改变一样。

中国正在逐步用排放量较低的电弧炉取代现有

的高炉，避免在坯料进入轧机之前使用二次加热

的再加热炉（RHF），因再加热炉的环境温度超

过1100℃。

我 们 的 E C R 工 艺 中 全 面 杜 绝 使 用 再 加 热

炉 ， 这 就 避 免 了 大 量 的 能 源 浪 费 ， 可 节 约 大

约 3 0 N m 3/ t （ 净 值 ） 的 天 然 气 用 量 ， 相 当 于

300kWh/t； CO2 排放量相应地减少约100kg/

g。ECR 利用铸坯内的热量，在轧制之前进行辅

助感应加热，以优化轧制温度（见图7）。

Twin MI.DA.设备每年可大幅减少约150kt的

CO2排放—相当于75000辆行驶中的汽车所排放

的二氧化碳总量。

工业4.0技术

多年来，ECR工艺得到一项增长战略的鼎力支

持，该战略保证了无与伦比的资本支出和运营成

本效益，这得益于将传统设备转为‘智能设备’

的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 

智能设备实现了安全、灵活、高效、环保的制

造理念，基础是工艺的广泛数字化、控制论的完

全整合，以及人类与智能人工系统之间稳固的互

连性。 

但是随之增加的自动化复杂性，需要采用不同

r 图 7  粗轧机架之前的感应加热炉模块

的方法协助操作员来挖掘智能设备的全部潜力。

就这一点而言，3Q数字化控制室（见图8）是完

全基于电脑屏幕即可提供“软桌面”的革命性解

决方案，操作员可通过该解决方案监控并采用人

体工学及人性化方法来管理设备。

两套Twin MI.DA设备将采用最新的数字技术，

使用3Q数字化控制室及大量机器人和机械手来

全面协助操作员。

智能设备可能将直接人工减掉一半，为操作员

提供可靠且持续的支持，使其采用符合人体工学

的便捷方法监控和安全操作设备。

在中国，传统轧机通常每个班次需要操作员

125人（共4个班次），负责连铸铸机、钢坯贮

存、再加热炉和螺纹钢轧机。

这125人中有45人负责钢坯贮存和操作再加热

炉与精整区的长冷床。 

Twin MI.DA.采用了高度数字化技术，可减少

从连铸机到两台轧机所需的人力，2×40×4班次

=320人/每年，相当于18RMB/t（相当于节约2.5 

US$/t）。

节约成本

中国的twin MI.DA设备将为钢铁公司节约转换

成本总计约190RMB/t。主要在这些方面节约：

劳动力减少节约18RMB/t；应用UFG工艺节约

120RMB/t；应用ECR工艺节约50RMB/t。图9将

ECR与高速双通道（HTC）对比，详细说明了最

后一项数值。HTC是一套不同于DRB系统的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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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

出料系统，DRB系统采用双转鼓和定尺剪切；而

采用HTC，棒材是倍尺剪切而不是定尺剪切，还

需将倍尺棒材捆扎成束，再切割成定尺短棒材，

因此成材率比DRB低。

横轴表示厂内各区域节约的成本，累积影响以

蓝线表示。

 

结论

几年来，MI.DA.设备的规模与配置保持稳步提

升。因采用了Twin MI.DA.配置，短短数年，由原

生产能力30 kt/y 增至目前的1.6Mt/y。

由于MI.DA. eco系统全面整合，优化了先进

自动化和创新型数字解决方案，不仅要用丰富的

信息流来支持操作员的操作决策，还要在最危险

的作业中和多尘地区替换人工，将MI.DA.理念与

ECR工艺结合成为一项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可以

满足以高效节能的方式生产建筑用长螺纹钢（直

螺纹钢和盘卷）及线材的需求。

ECR工艺与高级数字化应用之间坚固稳定的关

系，已经证明不仅能减少转换总成本，还可在热

试数月后便能实现快速的全面应用，从而使钢厂

的盈利能力高于传统短流程钢厂。 MS

Aldo Tellatinand Jozi Shuli就职于意大利布特里
奥Danieli SpA。

联系方式：a.tellatin@danieli.it,  j.shuli@danieli.it

r 图 8  3Q数字化控制室

r 图 9  E.C.R.®运营转换成本r图图 9 E.C.R.E.C.R.®®运营转换成本运营转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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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涅利多功能无头轧制（DUE®）首套板
材产品多功能轧制生产线现已试运行
首钢京唐联合钢铁有限公司是首家实施达涅利DUE®工艺-薄板坯连铸连轧新理念的钢厂。该产线的设计
产能为2.1ktpy高附加值的热轧卷，可生产宽泛的钢种及0.80~12.7mm厚、900~1,600mm宽的带材，目
前正处于调试阶段，预计2019年7月底，带卷产量可超过30,000t。

2
0 1 6 年 ， 首 钢 京 唐 联 合 钢 铁 有 限 公 司

（SGJT）基于之前项目中所采用的达涅利工

艺设备的信任和满意，再次向达涅利订购全

球首条达涅利多功能无头轧制（DUE®）生产线。

新产线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

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在全球热轧带材生产中的

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该工

艺比传统工艺路线更具竞争优势，二是这项技术

日趋成熟和完善，目前已经能满足市场上绝大部

分的钢种需求，而以前只适用于普通钢种。

达涅利展望市场未来趋势，逐步开发出新一代

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路线，定名为达涅利多功能

无头轧制，从而开启了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发展

的新时代（见图1）。 

产线概念

达涅利通过不断努力克服现有工艺的限制并对其

进行改进，开发出一种创新的工艺布局（达涅利

专利技术–美国专利号：8087449，2012年1月3

日）。

 新工艺在一条产线上集成了无头轧制和单块轧

制各自成熟的优势并消除了相应的限制因素。

        由于能耗低、排放低及效率高等特性，DUE®

完美响应了为中国工业发展（包括钢铁领域）提

供了指导方针的“新常态”概念。

DUE®独特之处在于其“多功能”轧制模式，即

作者: Alessandro Pigani

r 图 1 DUE®基本配置

主要操作

a

r图图 1 DUEDUE®®基本配置基本配置

TSC薄板坯铸

机（直弧式）

除鳞机

摆剪

隧道炉

火焰切割机

立辊轧机

除鳞机

大压下轧机

切头剪

感应加热器

强制冷却+HP除鳞机

精轧机架

层流冷却

系统

高速飞剪

两台高速地

下卷取机

在一条产线内既能够采用无头轧制模式，也能采

用单卷轧制模式。与上一代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

相比，这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

SGJT的DUE®产线将成为全球首套薄板坯连铸

连轧产线，通过不同的钢种和规格选择其最佳的

工艺路线来生产板带市场领域几乎所有的高附加

值产品，即：

`  在单卷轧制模式下，连铸机和轧机以不同的秒

流量单独运行，使用连铸机出口处的摆剪进行

铸坯定尺剪切（一块铸坯对应一个钢卷）。

`  在无头轧制模式下，连铸机和轧机以相同的秒

流量运行，这样可确保生产过程的连续性，由

地下卷取机前的高速飞剪分卷。

产线设计

首 钢 京 唐 D U E ® 产 线 的 设 计 产 能 为 2 . 1 k t p y

高 附 加 值 的 热 轧 带 卷 ， 可 生 产 宽 泛 的 钢 种 及

0.80-12.7mm厚、900-1,600mm宽的带材。

独特的DUE®直弧式连铸机主弧半径为5.5m，

根据钢种，经过动态轻压下，可生产110mm厚

的板坯（结晶器出口处130mm），拉速超过6m/

min（见图2）。

这种前所未有的板坯厚度与拉速的结合，很容

易就达到无头轧制模式下高效生产 薄规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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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秒流量条件。此外，与传统薄板坯工艺相

比，铸机提供更厚的铸坯可显著提高板坯与带材

的压缩比。因此，采用此工艺可以生产更多的钢

种，包括低、中和高碳钢、高强低合金钢、包晶

钢、硅钢和API管线钢。

此连铸机是达涅利成熟的直弧式设计的逻辑演

化，充分利用了超过25年积累的操作经验，以及

在高拉速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经验。

隧道炉（见图3）长度约80m（包括用于紧急情

况下卸坯的横移段），其显著的缓冲功能大大提

升了产线的灵活性。

由于采用了隧道炉，轧机工作辊换辊成为背景

任务，换辊并不会影响连铸和炼钢车间的生产运

行。此外在换辊时，只需从无头轧制切换为单卷

轧制，并不会影响产线产能。

DUE®轧机（见图4）采用了成功验证的成熟配

置方案，其中轧机分为大压下粗轧机组和精轧机

组，旨在实现两步轧制。

中间坯区域设有：

`  套9组加热模块组成的感应加热系统，达涅利

自动化公司自有产品，用于无头轧制模式下连

续生产薄和超薄规格产品。在不需要感应加热

时（比如在采用单卷轧制模式时），可退回到

离线模式。

`  台专用高压水除鳞机，布置在精轧机入口侧（

另一台布置在大压下粗轧机的入口侧），消除

成品带材的氧化铁皮压入现象。

`  套强冷系统，与精轧机入口侧的除鳞箱集成一

体，在热机轧制和/或API管线钢生产时使用，

可确保中间坯温度，用于控制适当的晶粒长

大，这是热机轧制工艺的关键。

轧机机架的设计，可确保成品具有很高的几何精

度和机械性能，配备的所有先进技术装备，能有

效控制带材的凸度和板型。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无头轧制工艺要求，这些控制功能必须在负载条

件下执行。

轧制生产线配有层流冷却系统，强冷单元和常

规冷却单元的结合实现出色的冷却策略控制（见

图5）。之后是卷取区，包括无头模式下用于分卷

的高速飞剪、夹送辊和地下卷取机。

达涅利自动化公司研发并提供了感应加热系

统，包括连铸机和隧道炉区域的L1和L2自动化。

联合体伙伴TMEIC提供了轧机自动化及整个DUE®

生产线上的仪表和中压/低压传动装置。

达涅利自动化公司还提供多个自动化包，如

DMMS、DCMS、Q3智能平台（“达涅利智能系

统”Digi&Met平台的一部分），用于收集和分析

所有数据，包括从钢水到成品的整个生产链的生

产和质量参数。

调试

SGJT的DUE®产线目前正处于调试阶段。连铸机r 图 3 a, b DUE®隧道炉

r 图 2 a-c DUE®薄板坯连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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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轧机已成功启动，调试的完成取决于高炉铁水

的供应，目前整个2019年7月份高炉铁水供应量

受限。

但是截止于7月底，薄板坯连铸机已经浇铸了

所有可用钢水，成功生产出大约36000t铸坯（超

过70个浇次及190炉），厚度由（结晶器出口侧

的）130mm压减为（铸机出口侧的）110mm。

还成功浇铸出一些123mm厚的高品质板坯。

在生产1250×110mm板坯时最大拉速达到

了5.0m/min，相当于结晶器内稳定浇铸条件

下的通钢量5.4t/min，这一点经结晶器热像图

（Q-MAP）得以验证。

以下是已全面投用的技术包和自动化模型：

`  Q-COOL，由LPC-3Q驱动，用于准确控制均

匀的板坯温度

`  Q-CORE，由LPC-3Q驱动，用于动态轻压下

控制

`  Q-MAP，用于监控热像图，避免粘接漏钢，

严格控制结晶器内凝固、润滑和流场

`  Q-TECH，用于在线结晶器工艺分析

`  Q-MOD，用于振动性能监控

`  Q-PULSE，用于准确定位凝固终点

Q-Level+（在任何浇铸条件下，控制结晶器液位

稳定）及Q-Width（用于在线铸坯调宽）目前正

在进展，处于微调阶段。

在2019年7月底之前，已经成功轧制出大约

30,000t（超过1600个带卷）；由110mm厚的板

坯轧制到2.00mm厚的带材。

根据当前钢水的供应限制，目前最多进行了6炉

连浇和轧制。

根据试车计划，下一步将在全无头轧制模式下

进行连铸连轧试验。

为此，半无头轧制工艺试验正在持续进行中，

包括动态变规格，确保地下卷取机区域的各段工

序正常，以及单卷轧制模式下的进一步减薄和巩

固工艺，这是无头轧制试验的必要前提条件。

结论

DUE®工艺配置，带来的高效及优化的能源消耗，

代表了达涅利灵活性理念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应

用。此工艺使SGJT能覆盖丰富的产品大纲，通过

不同产品选择其最佳的工艺路线，实现运营成本

的最优化。

同时，DUE®产线使SGJT可以灵活考虑与现有

传统热轧产线的生产分工，通过优化生产成本和

生产工艺，提高其盈利能力和在当今市场上的竞

争力。

创新型概念已经成为现实，全景图如图6所示，

基于这个概念建成的钢厂目前正处于调试阶段，

不久后将正式投产。 MS

联系方式： a.pigani@danieli.it

r 图 5 层流冷却线

r 图 4 a-d DUE®带材热连轧机

r 图 6 DUE®全景图r图图 6 DUE®全景图DUE®全景图

r图图 5 层流冷却线层流冷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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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加热炉的能源再生 

钢铁厂的节能既利于节约成本，又利于环保。CMI 设计并建造了加热炉能源回收系统，将“废热”转化
为蒸汽进行再利用，能满足钢铁厂 35% 的典型蒸汽需求。

通
过回收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以“高

能耗”著称的加热炉也可以转变成为能

量来源。这种能源回收系统不断出现于

新建厂地中，但也可以对现有的熔炉进行改造。

能量通常以蒸汽的形式被回收，可以用在钢铁厂

的其他地方，但是，在必要时，蒸汽也可以转化

为电力。

水/蒸汽物理

在适当的饱和温度下，水和蒸汽可以在任何压力

下共存。超过饱和温度的蒸汽称为过热蒸汽，低

于饱和温度的水称为次饱和水。

在大气压下，水的饱和温度是 100℃。然而，

如果压强增加，而物态形式不变的话，每单位体

积的热量就会增加，温度也会增加。因此，增加

压力可以有效地提高水的焓和饱和温度，因此饱

和蒸汽是一种高能介质，可以用于钢铁厂的其他

部分。回收蒸汽形式的废能主要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通过余热回收锅炉，另一种是通过蒸发回收

系统。下文将做详细描述。

余热回收锅炉 (WHRB)

现代加热炉使用热交换器，利用热废气中的热量

对燃烧的空气进行预热。由于废气在 400°C 左

右从主换热器排出，回收废气余热的一种方法是

向烟囱内安装 WHRB（图 1）。 

热废气与冷水有如下交叉回路: 热废气在超级加

热器中加热过热的水并产生蒸汽。余热进入蒸发

器，热水从节热器进入蒸发器，冷水供给器吸收

余热。

图 2 显示水的回路及其产生蒸汽的方式。

冷水从右边注入，通过重力下沉进入泥浆桶，

在那里留下任何固体沉淀物。加热之后，水的密

度就会减小，并上升到蒸汽鼓的温度过高的地

方。

主要问题是，如果烟囱通风不良好，会影响炉

膛的压力调节，而 WHRB 检修只能在炉膛停工期

间进行。采用 CMI 方法，烟囱极少发生通风压

降，此外，还安装了一个排气装置来弥补通风压

降，并维持炉内适当的压力。一些客户喜欢在炉

膛不停工的情况下随时检修 WHRB。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现有废气隧道到烟囱的长度或特定的布

作者: Liliana Cioriciu 和 Luc Malpas

CMI Industry Metals

r 图 1 余热循环和冷水循环

r 图 2 WHRB 原理r图图 2 WHRB 原理WHRB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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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局允许，可以考虑使用旁路。图 3 显示了该系统

的设计草图，上方蓝色部位是 WHRB，下方是旁

路线路。

 

蒸发冷却系统

第二种提取更多余热的方法是在炉的步进梁截面

的滑道和立柱上安装蒸发冷却系统 (ECS)。要冷

却滑道和立柱，一种经典解决方案是在滑道和立

柱的管道中，以闭环的方式循环冷却水，另一种

方法是用 ECS 在 105℃ 下循环水/蒸汽混合物，

然后通过炉内大气与滑道、立柱之间的热交换加

热到 200℃ 左右。水/蒸汽混合物的循环压力大约

为 15巴(g)才能达到过饱和。 

过热的水/蒸汽混合物进入蒸汽桶，蒸汽从水中

分离出来，再被送回系统。大部分蒸汽都按照客

户要求的压力被送至工厂网点，剩下的用于将完

井水预热至 105°C，然后返回到滑道和立柱。水

量从经化学处理的供水系统永久完成。 

由于高温水与钢管之间存在连续接触，因此必

须对水质进行彻底控制和维护，因此，在到达滑

道和立柱之前，对预热水进行化学处理，并通过

专用设备进行除气。整个水流系统如图 4 所示。

由于系统对水密性要求特别高，因此，为了保

证循环的连续性，我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旋转接

头，该接头可以根据移动滑道的运动情况，将固

定滑道和移动滑道连接起来。这些旋转接头是由 

CMI 通过内部研究开发的，如图 5 所示。

由于需要在高温饱和水中工作，所以 ECS 还有

r 图 3 WHRB 及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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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图 4 ECS 的水/蒸汽系统

r 图 5 步进梁旋转接头

另一个优势，即在加热的钢材上产生更轻的打滑

痕迹。为了避免金属结构暴露在高温炉膛中从而

导致漏水，维护滑道和立柱上的耐火内衬非常重

要。

由于 WHRB 和 ECS 系统都需要高温水，因此可

以将它们连接起来，以便向整个厂内网络提供一

个蒸汽源。例如，对于 350t/hr 容量的加热炉，

混合热回收系统 (WHRB + ECS) 可以在 20 巴(g)

下为 100% 的滑道和立柱的耐火内衬提供 31t/hr 

的蒸汽。 

一个完整的加热炉能源回收系统可以满足一个

钢铁厂 30-35% 的蒸汽需求。

工业应用

尽管由于其明显的不可靠性，历史上对加热炉蒸

汽产生一般持保留意见，但这一概念已经应用到

我们的许多客户的设备中，而且无一例外获得了

积极反馈。AM Eisenhuttenstadt 和 AM Gent 已

分别采用了 WHRB 和 ECS。计划为 JSW Bellary 

India 的三个加热炉使用 WHRB 和 ECS 结合项

目。MS

Liliana Cioriciu  Luc Malpas CMI Industry Metals

联系信息：liliana.cioriciu@cmigrou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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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CORE——全新软件实现在智能
工厂中对质量数据的智能化利用
通过使用全新“SMART CORE”软件来测量长材，将质量数据深入集成到客户的流程网络环境中，使其
贯穿于智能工厂的各个加工流程。

L
AP CONTOUR CHECK 系列激光测量系统自

投入市场以来，不断在大量长材轧制机上印

证了其卓越性能，成为轧钢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资产。该系统提供可靠的轧钢机座实时几何数

据，成为优化轧钢机架调整的基准。

然而，工业流程的不断数字化发展要求测量系

统及其软件在轧机结构内保持彻底而持续地联

网：在数字化工厂中，生产流程由机器自动安

排，并自动交换信息，触发动作，实现相互控

制。

根据 LAP，当测量系统生成的数据与客户的工

作数据系统巧妙地连接时，即表示轧钢厂进入工

业 4.0。其目的是使所有上述数据均可用于整个联

网工作中的生产流程，并用于具体评估。

这些数据还应包括在生产中轧钢机座的测量数

据。工厂操作员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优化更高级

别的流程，并评估性能指标，如质量和产量。

受这些考量因素的影响，着眼于工业 4.0，LAP 

完全重新设计了 CONTOUR CHECK 测量仪软

件，以用于长材内联测量。高连通性软件提供了

更多智能功能，用于评估测量值并将其集成到客

户网络中。

一致且密集地使用大量几何数据是 LAP 一次面

向未来的进步，是 LAP 对优化钢筋、钢件、钢管

和钢丝生产所作出的一次重要贡献。

测量的轮廓数据可用于连接不同的流程，以及

从液态金属到包装成品整个流程的不间断质量控

制。此外，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合格/不合格的评判

基准，并整合到 MES 或 ERP 系统中。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它们为大数据分析和未来

供应链优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输入。

随时随地可用的数据

LAP 系统中的传感器采用激光照影法或光剖面法

捕获形状和轮廓偏差。公认特点包括：

`  在一侧或两侧过充及欠充

`  轧钢机座尺寸超出规格

`  表面缺陷

`  滚轴偏差

`  滚轴磨损

作者: Uwe Knaak 和 Marianna Schröter

LAP GmbH Laser Applikationen

产品与应用

a

当用于独立配置时，LAP 测量仪有助于操作人员

在尺寸变化后加快和提高线调整的精度。因此，

操作人员可以按照要求的容差更快速地生产出新

的尺寸，以此提高轧机的产量。

自动明确地对轧制缺陷进行分类有助于系统地

消除缺陷原因，因为在设置轧制参数时不再需要

主观估测。

全新 SMART CORE 软件可收集 LAP 照影和光剖

面测量中使用的各种传感器发送的轮廓数据，并

在一个通用的软件平台内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

通过这种面向未来的长材几何测量方法，LAP 正

加速满足钢铁行业在日益数字自动化发展中的流

程联网要求。

SMART CORE 软件包生成经过智能化处理的数

据，操作员可以将这些数据作为输入直接用于流

水线上，也可以在工业 4.0 生产环境的数据结构

中与其他系统进行交互。

SMART CORE 将 CONTOUR CHECK 传感器

测得的数值融合在一个中心点上，并进行实时

处理。这个中央软件核心为操作员提供了一个优

势，即使同时存在不同的测量系统，操作员也

可在整个轧机中使用一个统一的 HMI。SMART 

CORE 还简化了软件维护和系统控制。

LAP 为其 CONTOUR CHECK 系统提供了三个

版本的 SMART CORE（详见信息框）。

`  SMART CORE BASIC 从 CONTOUR CHECK 

WIRE 系统中收集直径较小的圆形产品的数

据。基于照影法的测量，软件提供产品的精确

直径和椭圆度信息。

`  SMART CORE ADVANCED 利用激光阴影原

理，从 CONTOUR CHECK BAR & TUBE 和 

ROUND & EDGE 系统收集和处理数据。它们

提供钢筋、矩形钢件和钢管的多轴测量。该软

件可以根据用户的具体要求进行定制，能够生

成被测产品的额外信息，比如高度、宽度，或

者钢筋的每米重量。

`  SMART CORE PRO 设计用于 CONTOUR 

CHECK SHAPE 系列，其采用激光照影法。这

些测量仪通过表面的三维重建来检测任意形状

的冷热型钢（圆形、矩形、扁平或六角形）。

它们可以捕捉轧制过程中产生的形状偏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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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表面缺陷，如剥落、结痂或辊面剥落等表面

缺陷。

集成数据库将存储测量数据长达数个月。提供了

广泛的统计分析工具，以根据一系列标准评估存

储的数据，如钢圈、轧制装载或批量。

LAP 专家与客户紧密合作，以了解客户的需

求，并能够为他们推荐最佳系统配置，最大化利

用其数据。LAP 还为他们提供数据处理支持，将

数据传输到流程控制系统、客户的评估软件或图

形化 HMI。

用户可以从公司内部网或云中的任何一台计算

机上访问所有几何数据，而且是实时的，且不依

赖于平台。只需单击几下鼠标，任何经过授权的

用户都可以配置屏幕遮罩，以便准确地看到与任

务相关的数据。例如，对于在轧制线上工作的员

工，该软件可以以饼状图或线形图的形式显示轮

廓测量值，而质量保证人员可以得到更全面的信

息和统计数据以进行评估。

跨越多个生产阶段的流程分析

由于 SMART CORE 拥有自己的通信网关，因此它

可以集成到网络系统中。该软件使用标准处理接

口（如 TPC/IP）进行数据传输。如需要，还可以

根据轧机操作员的要求 LAP 定制接口。

来自多个系统的数据相互连接，使其能够立即

识别和跟踪在不同加工阶段，由上游轧辊机架触

发的对成品轮廓的任何影响。SMART CORE 软件

所显示的数据能够使操作员实时比较粗、中轧机r 图 1 统计数据的屏幕截图示例

r 图 2 轧钢机典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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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的几何数据与精轧机的数据。这将使各种流程和

工厂的趋势更加明显，并能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操作人员还可以立即检查所采取的操作是否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图 1显示一个屏幕截图示例，图 2 

是一个典型的轧钢机示例。

SMART CORE 与流程的这种紧密连接使工厂

操作员能够建立一个自动化流程，以优化辊架设

置。此设置需要将一个测量仪放于轧机机座正前

方，一个放于后方。两台测量仪的传感器通过 

SMART CORE 相互通信，从而精确地确定轧辊的

压下值，例如，在轧辊失准时可以直接纠正设定

值。

这里的一个关键前提是，系统能够稳定地跟踪

轧制过程中截面的方向。否则，将很难确定所测

得的偏差值来自机架上哪个轧辊。测量仪并非总

是能安装在轧钢机座出口的正后方。在这种情况

下，轧钢机座和测量位置之间的任何截面的最终

转向都必须得到补偿。为此，LAP 开发了一种能

够识别轧钢机座方向的算法。这意味着轧制截面

的轮廓总是按轧制截面的真实方向进行测量，可

以清楚判断出与目标截面形状的偏差来自哪个轧

辊——这是一个关键功能，没有它，将无法实现

在两个、三个或四个辊架上进行自动轧辊孔型调

整。

SMART CORE 还可以根据相似目标/实际价值

比较，确定辊架上的轧辊磨损程度。

远景

通过 SMART CORE, LAP 为操作人员提供了一个

强大的工具，可以在智能工厂环境中以最有效的

方式应用实时轮廓数据。实测数据不仅可以直接
r 图 3 CONTOUR CHECK SHAPE 线材轧机中线

材块的下游

r 图 4 CONTOUR CHECK SHAPE 适合用于内联钢管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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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轧制流程控制，而且可以作为生产控制系统

的输入进行综合分析或质量控制。此外，SMART 

CORE 还有助于优化整个流程链，支持大数据分

析、自适应制造概念和自学习系统。

简而言之，该软件可提高轧钢机的可靠性和可

用性，缩减成本，最大程度上降低材料不符合客

户规格的风险。

总结

借助 LAP 的全新 SMART CORE 软件，长材的轮

廓测量数据可用作工作系统网络中的各种用途。

该软件不仅提供生产过程中立即使用的测量值，

还可提供经过智能处理的数据以用于更高级的系

统。

SMART CORE 以其高连接性，为人机和流程之

间的数据交换，以及智能工厂中大量轮廓数据的

使用铺平了道路。因此，该软件使轧钢机操作人

员能够采取一个整体的方法来优化从液态金属到

包装成品的整个轧制加工过程。

信息框：LAP 的 CONTOUR CHECK 系列

CONTOUR CHECK 系列可用于从钢坯到成品型

钢的所有轧制加工阶段。LAP 提供多种标准化系

统，测量范围在 50 毫米到 760 毫米之间。

`  CONTOUR CHECK WIRE 测量长材的直径以及

小型截面。该系统配有一个轴时，用于测量钢

丝；配有两个或三个轴时，则用于测量热轧钢

筋。三轴版适合测量钢筋。

`  CONTOUR CHECK BAR & TUBE 是一种可选

系统，用于在 200°C 以下测量中等直径的线

材、钢筋和钢管（参见图 3）。

`  CONTOUR CHECK ROUND 是测量圆形截面

的标准选项。三轴和六轴版也允许高精度扫描

使用三辊工艺生产的截面（参见图 4）

`  CONTOUR CHECK EDGE 在圆形旋转底板上

安装有传感器。这使得该系统能够扫描方形、

平面和六角形截面。

`  CONTOUR CHECK SHAPE 基于光切面原理，

同样适用于带有凸面轮廓的长材，例如具有圆

截面、矩形截面或六角形截面的钢坯、钢筋和

型材，如钢管和钢丝（参见图 5）。图 6显示

的是检测到的典型轧制形状和缺陷。 MS

Uwe Knaak 和 Marianna Schröter 分别为 LAP 
GmbH Laser Applikationen, Lüneburg, Ger-
many 的生产经理和市场经理。

请联系：stein@vip-kommunikation.de
m.schroeter@lap-laser.com

r 图 6 测量的典型轧制缺陷

p r 图 5  
CONTOUR 

CHECK SHAPE 

非常适合用于

各种凸面截面

的内联轮廓测

量，包括钢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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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EN DEMCOJET® 集成带钢稳定系统

原则上，电磁稳定系统具有电磁铁，该电磁

铁布置在带钢两侧，在气刀上方的相同高

度。在每个顶侧磁体的下方都装有一套位置测量

系统，以非接触方式连续测量到带钢的距离。该

传感器确定的带钢位置与目标位置进行比较。通

过流经稳定线圈的电流的变化，可以系统地控制

钢带的磁吸力，使带钢运动平衡。

新的需求

带钢稳定系统是现代热浸镀锌生产线的必要特

征，因为由于各种原因对工艺和表面质量的要求

不断提高。新的工业标准要求更严格的公差，特

别是对于汽车工业。例如，要求新的欧洲汽车工

业标准（VDA 239-100）进行单区域测试，而不

是之前使用的三区域测试。因此，标准更严格，

因为小偏差对评估具有更大的影响。此外，表面

质量通常必须更高且更均匀，这只有带钢在气刀

中稳定运行时才有可能。为了经济地生产，高质

量产品的产量必须很高。因此，必须尽可能提高

工艺速度，必须避免由于带钢厚度变化产生的

低质量产品分切。同时，必须节省资源以降低运

营成本。这可以通过减少过镀涂层和由于带钢与

喷嘴之间更近的距离而尽可能降低吹扫压力来实

现。

最小化带钢与喷嘴之间的距离

带钢稳定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使气刀和带钢之间的

距离最小化以到达喷射核心区域。从镀锌工艺角

度来说，短距离将带来许多益处并满足所有提到

的要求。降低距离的主要条件是带钢在气刀内稳

定运行。如果带钢运行稳定且平稳，则可以系统

地降低距离，而没有刮擦带钢的风险。必须满足

三个前提条件才能达到带钢的稳定运行：必要的

有效减振以减少带钢的运动，必要的横弯补偿以

获得合适的带钢板型，以及最小化带钢稳定系统

与气刀唇缝间隙之间的距离，以确保不仅在带钢

稳定系统而且在吹扫系统中都能稳定运行带钢。

令人信服的操作结果

操作结果表明，FOENDEMCOJET可以达到带钢

在气刀内稳定运行的所有前提条件。由于高动态

控制系统的响应时间为1毫秒，因此带钢振动可以

有效地减少50％以上。FOENDEMCOJET的可移

动磁体与控制系统相结合，可以补偿并几乎消除

了横向弯曲。因此，可以达到主要目的并且显著

降低喷嘴和带钢之间的距离。距离可以从9毫米减

少到6毫米并且更低，这足以到达喷射核心区域。

在奥钢联或塔塔钢铁上安装FOENDEMCOJET在

质量、生产和操作方面带来了许多好处。涂层均

匀性更好，降低了锌的消耗。由于在焊缝处分切

造成的带钢损失可以显著减少（约200米），使

高质量板材的产量得以增加。通常，工艺速度可

以提高到20％。气刀压力也可以降低，从而节省

能源并减少锌渣形成。另一个好处是减少了矫正

辊啮合，同时减少了锌锅辊系、轴套和轴承的磨

损。

专利系统

基 于 全 面 的 操 作 经 验 ， F O E N 正 在 不 断 优 化

FOENDEMCOJET，以进一步提高性能。该系统

的技术优势得到了多项国际专利的全面保护。  

MS

FOEN气刀系统是众所周知的最先进的镀锌系统，用于生产汽车行业中对表面质量要求最高的所有钢
种。FOENDEMCO系统还实现了气刀与带钢稳定系统相结合的首个集成解决方案。作为该解决方案的后
续改进，最近开发了FOENDEMCOJET，将气刀和稳定作用点之间的距离降至约500mm，以达到最佳的
涂层效果。截至目前，全球已销售12套FOENDEMCOJET系统用于镀锌生产线。该系统已经或即将整合
到镀锌带的一流生产商，如Ternium，美国钢铁，塔塔钢铁，纽柯，Stelco，河北钢铁，CSN，奥钢联或
Salzg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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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图 1 OENDEMCOJET是一种集成解决方案，它结合了最先进的镀锌系统和高效的电磁稳定系统，从而优化了镀锌工艺和

产品质量。
r图图 1 OENDEMCOJET是一种集成解决方案，它结合了最先进的镀锌系统和高效的电磁稳定系统，从而优化了镀锌工艺和 OENDEMCOJET是一种集成解决方案，它结合了最先进的镀锌系统和高效的电磁稳定系统，从而优化了镀锌工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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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钢带- 热处理技术方案

世界领先的电工钢生产商信赖 特诺恩LOI热工工程 经过实验和检验过的热处理设备，用于它们大多数的
新建和改建项目上。

原
则上，电工钢分成无取向电工钢 (NGO) 

– 也称为电机钢，和取向电工钢 (GO)

，也以变压器钢为名。

在过去的15 到20 年当中，建设全新电工钢生产

线和改建已有产线达到过一个高潮，基于两个主

要因素，其一由于缺少在1970年和2000年期间的

早期投资，其二为了提高能源效率和出现新的应

用领域所带来的需求量的增长。一个关键的方面

是电动车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对无取向电工钢领

域的投资，包括对薄带钢的需求趋势。图1为一条

用于无取向电工钢NGO退火和涂层的现代化热处

理线。

在取向电工钢领域，需求量的增长是基于减少

磁滞损耗从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所做努力的结

果。由于基础设施的急速发展，一些地区和国家

大大增加产能，高于平均发展速度。以中国为

例，建了一些新厂，比如宝钢集团和首钢集团。

武钢和鞍钢也扩大了它们的产能。在印度，JSW

集团开发新的产能，thyssenkrupp电工钢厂扩大

和改造了生产设备。在欧洲，很多现有的工厂进

行了改造，同时建了个别新厂，例如位于奥地利

Linz 的voestalpine 公司 (KGL-2 无取向电工钢退

火线) 或Stalprodukt 公司(波兰), 位于德国的thys-

senkrupp 电工钢厂 (见图 2) 或位于俄罗斯Lipetsk 

和 Yekaterinburg的NLMK集团。

电工钢隶属所说的软磁材料。因为它的磁化和

去磁化是容易的 – 特别是在一个外磁场下，它在

电气系统的应用能提高优化能源节约。由于它的

典型磁性能，在所有电气系统电工钢都拥有广泛

的应用领域。

无取向电工钢的机械和磁性能几乎具备各向相

同性，也就是说晶粒结构在各个方向都是一致

的。基于这个原因，无取向电工钢优先用于转动

机器如马达和风力电厂。根据制造工艺的不同，

无取向电工钢又分为所谓的`全工艺NGO` 和 `半

工艺NGO`。全工艺NGO提供给用户时已经具备

所要求的最终性能并已经涂层。半工艺NGO提供

给用户时不带涂层，通常用户自己进行量体裁衣

式冲片和堆垛式最终退火。

取向电工钢具有理想的各向异性，就是说晶粒

向一个方向取向 – 轧制方向 – 带有尽可能小的偏

差。鉴于它们的磁性，取向电工钢分为CGO (普

通取向电工钢) 和 HGO (高磁感取向电工钢)，也

作者: Dr. Peter Wendt, Wolfgang Eggert, Jinchang Sun and Dr. Peizhong Wang

Tenova LOI Thermprocess GmbH特诺恩LOI热工工程有限公司

r 图 1 无取向电工钢NGO退火和涂层的现代化热处理线

r 图 2 德国 thyssenkrupp 电工钢厂的脱碳和涂层机组

产品与应用

a

r图图 1 无取向电工钢NGO退火和涂层的现代化热处理线无取向电工钢NGO退火和涂层的现代化热处理线

r图图 2 德国 thyssenkrupp 电工钢厂的脱碳和涂层机组德国 thyssenkrupp 电工钢厂的脱碳和涂层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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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HiB，它的磁滞损耗显著减少。磁滞损耗定义

为在交变磁场中，一部分能量以热量的形式被材

料吸收，从而是一个能耗指标。大多数在取向电

工钢领域的发展主要是追求降低磁滞损耗。HGO

的铁损是带钢厚度和牌号的函数，量值为在 50 Hz 

和 1.7T下的0.8 – 1.25 W/kg或更低，而CGO的

铁损值通常超出1.10 (上到1.65) W/kg。

取向电工钢 (GO) 和无取向电工钢 (NGO) 进一

步划分为不同牌号等级，在相应的欧洲标准中有

描述，EN 10107 取向电工钢 (GO) 和 EN 10106 

无取向电工钢 (NGO)。

高纯净度，硅和铝含量，其他杂质元素的低含

量和热轧，冷轧，以及退火和涂层工艺对电工钢

的磁性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退火工艺的影响

特别重要。

带钢热处理

在生产过程中，无取向电工钢要经过至少两次

热处理工艺。在冷轧前，热轧带钢要在罩式炉 

(BAF) 或常化酸洗机组 (APL) 进行热处理。冷轧

之后，带钢经过一条退火和涂层机组 (ACL) 包括

涂层和烘干过程。由于越来越高的退火温度和越

来越薄的带钢厚度的趋势 – 减小到0.1 mm 在谈

论中 – 这样的热处理炉设备要满足新的和更严格

的要求。

取向电工钢要求至少四次热处理工艺。冷轧

前，带钢通常经过APL。如果冷轧进行多道次轧

制，不少生产商采用在每次轧制之间所谓的中

间退火。在冷轧之后，带钢在脱碳和涂层机组 

(DCL) 中进行退火和脱碳，如果工艺需要还要进

行渗氮处理，控制冷却，涂层和干燥。

接下来的热处理工艺是约1,200°C高温退火，

在电或燃气加热的多垛式罩式炉 (MBAF) 进行，

之后在取向硅钢最终退火生产线 (FCL)上实现去应

力退火涂层。这些热处理机组通常是卧式，拥有

几百米的长度。

根据最大钢卷重量，多垛式罩式炉设计为单层

或双层。传统意义上，这样的设备是电加热的，

但是特诺恩LOI热工工程开发了燃气加热式的炉型

兼顾了燃气加热的环型炉 (RBAF) 和多垛罩式炉 

(MBAF) 的技术特点。这个炉型已经成功的运行几

年了。图3 为一个图例。

电工钢热处理机组的核心为热处理段，即热处

理炉。从工艺技术角度看，这些机组的机械设备

相对不是那么重要和复杂，因为这样的机组带

钢运行速度相当较低 (高至200 m/min)。在炉子

段，精准的温度控制，炉内工艺气氛的成分和露

点的变化，如有可能借助控制模型，这些都是十

分重要的方面。在一定温度下发生的热化学反应

如脱碳和渗氮同时在不同的炉段内进行，它们之

间设计一定量的隔离段。

r 图 4 电工钢 (GO & NGO) 现代化热处理炉的业绩情况 

(2000-2018)  

r 图 3 用于取向电工钢高温热处理的现代化燃气加热多垛罩式炉 

(MBAF)
r图图 3 用于取向电工钢高温热处理的现代化燃气加热多垛罩式炉 用于取向电工钢高温热处理的现代化燃气加热多垛罩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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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建造业绩

从2000 年至今，特诺恩LOI热工工程一共收到59

电工钢热处理线的订单。其中33 个为新机组，16

个是全方面的改造的订单。还有10个订单由于

各种原因尚未实施。图4 提供不同机组设备的详

情。

不论特诺恩LOI热工工程提供以上热处理机组的

热处理段到哪里，和机械设备的供货商都是以合

作商或联合财团的形式合作的，如Tenova Strip 

Processing，Andritz Sundwig 或 SMS 集团。在

有些业绩上特诺恩LOI热工工程是联合财团的领导

者，如在台湾中钢的 ACL-2 生产线的项目或武钢

几个退火机组的工程。在其它情况，领先的电工

钢生产厂商奥地利的 voestalpine 在它2011始建

的机组 KGL-2 上排他性的选择特诺恩LOI热工工

程，这是一条无取向电工钢退火机组带钢板宽到

1650mm。

图 5 是一条在印度JSW钢铁公司全部由特诺恩新

建的ACL。这条无取向电工钢热处理机组建在印

度 Karnataka 州 Toranagallu 地区的 Vijayana-

gar 厂。在设计和安装阶段共两年的时间后，于

2015年开始生产。机组设计产能为为33 t/h，最

大速度180 m/min (退火炉部分 120 m/min)，带

钢最高热处理温度为1,100°C。

特诺恩LOI热工工程设计和提供热处理段 (炉子) 

包括涂层机后的烘干炉，及测量和控制系统，包

括整个炉子的自动化控制。特诺恩Italimpianti 是

整条线的机械设备供货商。特诺恩在印度的其他

分公司提供了当地供货和监理的支持。得益于这

条机组的建成，JSW 公司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

为在印度无取向电工钢市场上强有力的供货商之

一。

019年的春天，斯洛伐克的U.S. Steel Košice – 

中欧最大的钢铁联合体之一 – 给特诺恩LOI热工

工程下了个大订单，一条全新的无取向电工钢退

火和涂层机组 (ACL)。

特诺恩集团和集团公司特诺恩LOI热工工程和特

诺恩Italimpianti提供一条完整的退火和涂层机组 

(ACL) 包括热处理段 (炉子)，全部入出口机械设

备，清洗段，涂层和烘干段，电气，仪表和控制

技术包括自动化系统。

用户内部称这条机组为4号无取向电工钢线，它

将满足无取向电工钢生产的最高要求。合同包括

设计，大量交钥匙式的设备供货和安装监理以及

调试包括培训。

用户选择特诺恩LOI热工工程和特诺恩技术以及

我们的合作伙伴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相应设备机组

业绩的多样性，紧凑的项目工期和数学模型，这

些是至关重要的。

最大新建电工钢业绩之一为中国的用户首钢迁

r 图 5 位于JSW钢铁公司 Vijayanagar 厂的现代化无取向电工钢热

处理机组 ACL

r 图 6 首钢迁钢两条用于取向电工钢 (GO) 的脱碳涂层机组 D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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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全部7条取向硅钢热处理线 (热处理炉和控制

系统) 是由特诺恩LOI热工工程提供的，即以下退

火炉的设计，供货和调试:

`  两条用于无取向和取向电工钢 (NGO & GO) 

的常化酸洗机组 APL，每条产能 60 t/h多

`  三条用于取向电工钢 (GO) 的脱碳涂层机组 

DCL (见图 6)，每条产能 9 t/h多

`  两条用于取向电工钢 (GO) 的最终去应力退火

机组 FCL，每条产能 15 t/h多

另外一个业绩为一个多垛罩式退火炉车间 (MBAF)

， 用于取向电工钢 (GO) 高温退火，采用一罩三

垛式。退火炉在2011 和2013 年间相继投入生产，

在2012上半年就出产高磁感取向电工钢 HGO/HiB 

钢卷。项目的设计产能为 150,000 t/y，于2015 年

就达产了。根据用户的反馈信息，所有退火炉全

部用于采用`低温加渗氮工艺路线`的高磁感取向

电工钢的生产。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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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辐射管炉中镀锌带钢的带钢预氧化
众所周知，先进的高强度钢在使用全辐射管加工周期时，锌的润湿性较差。通过实验室研究，可确定
表面预氧化阶段的影响，然后是镀锌前的还原阶段。这项工作取得了成功，并确定了一个适当的加工窗
口，使工业上能够使用这种方法。目前正在镀锌生产线上构建工业版本。

近 
年来，在汽车减重和增加车辆安全的推

动下，用于“白色车身”的钢材强度显

著提高，它们大部分采用的是多相微结

构。要实现这种微观结构，需要通过调整淬火速

率和温度、选择合适的时效工艺和调整合金成分

等方式，将奥氏体转变为铁素体。 

镀锌钢对合金含量的要求比连续退火线 (CAL) 

更高，因为镀锌期间的热循环（再加热/浸泡高于

锅内温度）并不适合强度-伸长率要求。此外，良

好的锌润湿性和附着力要求表面无氧。这意味着

使用 HNX 作为气体冷却剂，避免在退火和快速冷

却过程中形成氧化膜。遗憾的是，1mm 带钢厚度

的冷却速度仅为 100℃/秒左右，而在连续退火过

程中，使用冷水的冷却速度可高达 1000℃/秒。 

此外，在典型退火条件下，基质中的硅含量是

有限的，因为当超过 0.5% 时，表面会形成连续

的硅锰氧化膜，这会影响锌的包覆性。对于 TRIP 

1000 或 Q&P 级钢，硅含量必须超过 1% 才能符

合要求的性能，而这就使镀膜非常困难。

要解决硅含量这一问题，其中一种方案是用氮

气和氧气的混合物在 650℃ 到 750℃ 之间对钢表

面进行充分氧化，形成一层氧化铁薄膜，同时也

含有一些氧化锰。来自合金元素的其他氧化物，

如硅和铝，不溶于铁/锰氧化物，被隔绝在钢/氧

化物的交界面。然后，在氧化还原后，氧化的合

金元素并不完全覆盖表面，而是位于结节中，而

这将带来更好的润湿性和镀膜附着力。

一些工厂已经使用直接加热炉对一些级别的钢

材使用了这种全面的氧化处理。然而，这些加热

炉的缺点是热效率低于辐射管炉，并且需要对燃

烧气体成分进行良好的控制。此外，据了解，根

据其设计，直接加热炉可能会产生更热的带钢边

缘，从而影响氧化。 

为了评估使用辐射管炉的益处，我们使用热浸

镀模拟器在列日的 CRM 实验室对整个加工周期内

表面氧化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研究，说明如下。

由于产品组合中可能只有 10-15% 的钢材等级需

要预氧化，任何一家工业工厂都必须能够处理剩

余的“正常”等级钢材。这意味着，镀锌生产线

上的工业预氧化段必须规模小、结构灵活，且易

于改变空气。在实验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在工业

炉中设计了一个专用区段，专用于汽车镀锌生产

线。这将在稍后介绍。

作者: Michel Dubois 和 Louis Bordignon 

CMI Industry Metals and CRM Gro

r 表 1 钢成分 (wt%)

产品与应用

a

级别 C Si Mn Cr Al Si/Mn

SiTRIP 0.2 1.5 2.2 <0.4 <0.1 0.68

DP 980 0.15 0.70 1.83 <0.4 <0.1 0.38

CQ 0.052 0.010 0.17 0.03 0.04 0.059

预氧化和还原周期

利用列日 CRM 公司的热浸镀模拟装置，对全辐

射管炉循环过程中整体表面氧化过程的管理与控

制进行了研究。 

研究了两种高强度钢：SiTRIP 级和 DP980 级。

并对传统的低碳 CQ 等级进行了测试比较。钢成

分总结见表 1。 

 图 1 是加热炉和加工流程示意图，图 2 [2] 显

示模拟装置，它具有特殊功能，可以模拟工业周

期：

`  由于采用了可适应两种独立大气的特殊阀门，

整个处理过程可以在一个步骤内完成（氧化加

工后无需进入室温）。样本在浸镀前上下移

动，以接触所需的大气（氧化或还原）。

`  由于模拟装置带有冷壁（IR 炉），大气是冷

的，从还原段逸出的氢不会与氧化区中的氧发

生反应。因此，可以模拟一个相对正确的氧化

步骤。

`  在装置内安装氧化物传感器，以测量形成的氧

化物厚度。 

`  锅炉区带有锌循环系统，避免了锌表面氧化产

生的缺陷。

`  所有数据都是实时记录的，以确保周期已经正

确完成。

受测参数包括： 

`  温度：650°C, 700°C 和 750°C

`  氧化时间，1.5 秒、3 秒和 6 秒

`  氧气含量 0.5%、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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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后状态：1%H
2
/DWP -5°C，800℃ 下 

Si TRIP 和 DP980 退火 60 秒，仅 Si TRIP 时为 

850℃

为便于比较，还使用经典循环测试了未预氧化的

低强度钢：浸渍前 1%H
2
/DWP -5°C（高露点作

业），5%H
2
 /DWP -30°C（通常不用注水）。

样品特征包括用 OTTM 测量氧化层厚度（OTTM 

是一种基于反射率光谱的在线传感器，可以连续

测量大多数钢级的氧化铁层，包括 AHSS）[1,5]，

辉光放电发射光谱(GDOS)，用 X 射线衍射 (XRD) 

对未镀膜样品进行氧化物类型鉴定，用 GDOS 

在氧化后和浸镀前进行表面化学分析。目测润湿

度，用 2T 弯曲试验测定锌的附着力，然后再用胶

带测定。

结果

结果表明，在 650-750℃ 范围内，预氧化可以有

效提高锌的润湿性，以及对 AHSS 的附着力，特

别是含有硅时。主要研究结果可概括如下：

`  650℃~ 750℃ 下，AHSS 在 1 至 6 秒内形成的

氧化层厚度（含 0.5 至 2% 氧气）是相当恒定

的。

`  助在高氧化条件下形成 Fe
2
O

3
（更高的温度、

氧化时间或氧气量），氧化层厚度能够在广

泛的加工窗口内自动调节到正确的氧化范围

(~1g/m)。这是因为 Fe
2
O

3
 的形成减慢了氧化

动力学。

`  经典低碳钢表面形成的氧化物由 FeO 组成。形

成 1g/m 厚度的氧气量小于 0.5%，这意味着不

应该使用这种类型的钢进行预氧化。

`  与经典退火条件相比，在氧化/还原过程中，

特别是对 SiTRIP 级钢材而言，AHSS 的锌润湿

性显著提高 (5%H
2
/DWP-30°C)。 

`  然而，良好的润湿性并不能保证良好的附着

力。这意味着必须进行粘附力测试来评估工艺

效果。

`  在含 1% 氢/DWP-5℃ 的大气中，在 800℃ 

下，氧化可以延迟铁的氧化还原。因此，建

议在退火过程中采用更强的还原条件（800℃

时，氢含量最低 5%）。 

`  当在 850℃ 下浸渍时，如果采用氧化/还原工

艺，即使氢含量只有 1%，镀膜的附着力也总

是很好。这表明了碳对氧化铁还原的效率。然

而，这么高的退火温度会增加极端表面的脱

碳。

`  水蒸气的注入使 DP980 表面具有良好的锌润湿

性和镀膜附着力，但对 SiTRIP 而言效果不佳。

对于等于或高于 DP980 级别的钢材，对 AHSS 

的氧化/还原过程比简单的露点控制更为强劲

（尽管结果也可能取决于所使用的确切钢成

分）。

`  由于高露点，脱碳是相当重要的，即使发生正

r 图 1 联带预氧化室的辐射管炉热循环设计

r 图 2 Rhesca 模拟器和试验用样品传送r图图 2 Rhesca 模拟器和试验用样品传送Rhesca 模拟器和试验用样品传送

r图图 1 联带预氧化室的辐射管炉热循环设计联带预氧化室的辐射管炉热循环设计



产品与应用

M
IL

LE
N

N
IU

M
 S

TE
EL

 中
国

 2
01

9/
20

81

确的氧化铁还原，形成的氧化物并不能作为一

个有效的屏障，以尽量减少碳消耗。露点和浸

渍温度越高，碳耗量越大。

`  必须尽可能地限制氧化和浸渍温度，以及露

点，以避免内部选择性氧化和钢晶粒在变形过

程中失去凝聚力。

结果总结位于表 2 和 3（红色为不良，绿色为优

秀）。 

工业加热炉中的预氧化室

我们为工业加热炉设计并添加了一个专用区段，

专用于汽车镀锌生产线。总体设计如图 1 所示，

包括以下获得专利的主要特征：

`  它很短，长约 5 米。这使得在从传统钢材到 

AHSS 的转变过程中可以轻松净化大气。由于

总热损失低，因此不需要加热。 

`  垂直支柱中有独立区段，适用于在带钢每一侧

进行类似操作。不与辊接触，意味着双侧反应

时间无异。

`  在 600℃ 左右 N
2
+O

2
 循环，左右两侧分别控

制。

`  使 用 选 定 的 高 温 计 或 更 专 用 的 系 统 （ 如 

OTTM）进行氧化物测量[5]。传感器位于预氧

化室后，均匀分布在每一侧或布满整个宽度。

`  预氧化室入口和出口带有双水冷密封辊，用以

避免氧气进入炉膛。

`  预氧化室和炉膛的压力控制，以限制氧气在炉

子的另一部分流动。

`  区段前后预氧化室露点控制。这是通过使用蒸

汽锅炉和专用注入点来实现的。此外，采取具

体操作来控制预氧化室内一氧化碳的含量，从

而最小化碳黑生成的风险[6]。 

`  当经典钢运行时，所有的密封辊都是打开的，

熔炉以经典的方式运行。该腔室成为退火炉两

段之间的简单连接段。

图 3 显示炉内预氧化室的示意图。图 4 为 3D 示意

图。预计将在一年内在向印度客户提供的两条新

生产线上进行工业试验。 

r 图 3 在汽车 CGL 工业加热炉中实施预氧化室

r 表 3 DP980 镀膜质量

r 表 2 SiTRIP 镀膜质量r表表 2 SiTRIP 镀膜质SiTRIP 镀膜质量量

r表表 3 DP980 镀膜质DP980 镀膜质量量

r图图 3 在汽车 CGL 工业加热炉中实施预氧化室在汽车 CGL 工业加热炉中实施预氧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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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Dubois 就职于比利时瑟兰 CMI Industry 
Metals，Louis Bordignon 就职于比利时列日 
CRM 集团集 MS

联系信息：michel.dubois@cmigrou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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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镀铝钢的具有优异耐高温性的无铬
钝化涂层
无机CrIII钝化或有机的无铬钝化/薄膜有机涂层(TOC)通常被应用于镀铝钢用于进一步增强其耐腐蚀性
能。但无机CrIII钝化较差的加工性能，有机的无铬钝化/ TOC较差的耐烘烤性能限制了它们的应用。因
此，基于溶胶-凝胶化学法，汉高开发了一款新型无机无铬钝化涂层，该涂层同时具有优异的耐高温烘
烤、耐腐蚀和加工性能。 

镀
铝硅钢卷，或热浸镀铝硅卷，也即常说

的镀铝卷，其镀层元素含量通常为90% 

的Al和10%的Si。镀铝卷具有良好的耐热

性和热传导性，被广泛应用于如汽车排气管、热

交换器、屋顶空调机组、厨房用品、热水器、烧烤

架、烘箱、烤盘等高温工作环境中。

2015年之前，在亚洲，只有韩国和日本的钢厂可

以生产镀铝钢卷。近几年中国钢厂也开始大力开发

和生产该产品。

镀铝合金镀层可以提供较镀锌镀层更优异的耐腐

蚀性能，但其镀层表面经常会出现漏镀、孔隙等缺

陷，反而成为Fe基材腐蚀的起点。而且，较厚的

Al/Si镀层的厚度，也降低了钢材的冲压折弯等加工

性能。

为增强镀铝钢的耐腐蚀性能和加工性能，无机

的三价铬钝化和有机无铬钝化/TOC都被应用。但

是，无机CrIII钝化较差的加工性，有机的无铬钝

化/ TOC较差的耐烘烤性能都限制了它们在某些领

域的应用。

BONDERITE M-PA 1344 

为解决这一难题，汉高基于溶胶-凝胶化学法，

开发了一款新型无机无铬钝化涂层，BONDERITE 

M-PA 1344。溶胶-凝胶工艺可以在金属基材上形

成完整的保护涂层，从而在保证优异的耐高温烘烤

性能的同时，还提供了良好的耐腐蚀性能。这一工

艺主要是基于硅氧烷（如四甲氧基硅烷TMOS），

金属烷氧化合物，钛/锆的烷氧化合物和有机硅氧

烷的水解和缩合反应。

涂层制备和性能

为获得钝化涂层的良好性能，BONDERITE M-PA 

1344的推荐应用膜厚范围为0.2-0.6 g/m2。如果涂

层厚度过厚，无机钝化涂层可能会表现出较好的

耐腐蚀和耐碱性能，但在相同应用条件下，也相应

不容易有效烘干，而且由于涂层的内应力可能会

导致裂痕的出现。另一方面，如果涂层厚度低于

0.2g/m2，尽管会有较好的耐烘烤和耐湿热性能，

但钝化涂层则无法表现出有效的耐腐蚀性能。因

此，涂层厚度应尽量控制在推荐膜厚范围内。

作者: 诸亚堃，张曦霖，张毅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

r 图 1 BONDERITE M-PA 1344无机钝化涂层示意图

产品与应用

a

r图图 1 BONDERITE M-PA 1344无机钝化涂层示意图BONDERITE M-PA 1344无机钝化涂层示意图

图1显示了BONDERITE M-PA 1344 钝化涂层的

成膜机理。该无机钝化涂层的成膜物质主要是硅

氧烷、硅溶胶和硅酸盐，基于硅羟基的水解缩合

反应，它们可以形成致密的保护涂层。同时，硅

羟基和金属基材表面的羟基间的缩合反应进一步

增强了钝化涂层和基材的结合力。而且，含Zr/Ti

的化合物和缓蚀剂进一步增加了钝化涂层的交联

密度。另外，消泡剂、流平剂、蜡添加剂等的引

入进一步完善了涂层的综合应用性能，可制备出

无缺陷、有一定润滑性的无机涂层。 

我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评测Bonderite M-PA 

1344的性能。

1 2 0 小 时 中 性 盐 雾 试 验 结 果 显 示 在 图 2 中

(NSST，ASTM B117标准，35oC，5% NaCl，pH 

6.5-7.2)。右侧的表格显示了涂覆有0.4g/m2钝

化涂层的样板，其腐蚀面积百分比随测试时间增

加的数据。96小时盐雾测试，板面基本无腐蚀出

现，到120小时，也只有约1%左右的腐蚀，说明

无机钝化涂层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这是由于

纳米大小的功能性硅溶胶的引入，即可以起到化

学交联剂的作用，提高钝化涂层的交联密度，还

可以起到物理填料的作用，进一步封闭涂层中可

能存在的微孔。

大多数镀铝板的终端应用是在较高的温度环

境下，如汽车排气管、烘箱、烤盘等。因此，

耐 高 温 烘 烤 性 能 是 镀 铝 板 钝 化 的 一 项 关 键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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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应用

别烘烤6小时后，评测烘烤前后板面色差。图3显

示了烘烤前后的色差变化结果都小于3。很显然，

这是由于钝化涂层的主要成分为无机组分，因此

显示了非常优异的耐高温烘烤性能。而竞品即使

在250oC下烘烤6小时，都会明显变黄和分解，色

差6.78。样品照片和数据显示在图3中。

表面摩擦系数仪ALTEK 9505用来评测BOND-

ERITE M-PA 1344的加工性能。镀铝裸板的表面

摩擦系数通常大于0.25，冲压加工时往往会出现

发黑，掉粉等缺陷。而涂上钝化涂层后，根据不

同的表面粗糙度，表面摩擦系数会降至0.1-0.2之

间。另一个优势，是Bonderite M-PA 1344和防

锈油相兼容，因此后涂油可以进一步增加涂层的

耐腐蚀性能和基材加工性能. 

BONDERITE M-PA 1344钝化涂层的其他性能测

试结果如图4。 

`  6a 涂装性能 (醇酸油漆 (振华涂料厂)，干膜厚

度DFT 40-60 µ，百格测试，3M 600 胶带， 无

涂层剥离)

`  6b涂装性能 (粉末涂料 (阿克苏EA05BH)，干膜

厚度DFT 40-60 µ，百格测试，3M 600胶带，

无涂层剥离) 

`  6c 表面能 (38# 达因笔，2秒内墨水不收缩) 

`  6d耐湿热性能 (120H 叠片试

验，49oC，RH98%)

`  6e耐碱性能 (25oC，将钝化样板浸入 20% 

NaOH溶液中30s，测试色差 ∆E)

`  6f耐溶剂性能 (80% EtOH 擦拭试验， 20 次，

测试色差∆E)

所有的结果都表明钝化涂层具有良好的综合性

能，不仅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能，还具有良好的

耐腐蚀性能，耐湿热性能，耐化学性能和涂装性

能。

膜厚监控室涂层应用的一项重要指标。通常，

无铬含硅钝化涂层的厚度可以通过XRF检测Si元素

来标定。但因镀铝板的Al/Si合金镀层中含有大量

的Si会对此造成强烈的干扰影响测量，而Bonder-

ite M-PA 1344可以用K元素来监控膜厚，避免了

这一干扰。另外，在无防锈油的情况下，红外测

厚仪也可以用来监控膜厚。

结论

BONDERITE M-PA 1344是一款新型的无机无铬钝

化涂层，可以提供均一完整的涂层，用于镀铝板

性能的提升，具有优异的耐高温烘烤性能、加工

性能和涂装性能，可搭配防锈油一起使用，进一

步提升综合性能。 

作者均来自汉高股份有限公司金属表面处理平
台，公司位于中国上海。 MS

联系方式：sunny.zheng@henkel.com

r 图 2 中性盐雾试验结果，左侧为120小时盐雾样板照片

r 图 4 BONDERITE M-PA 1344 钝化其他性能测

试样板照片

r 图 3 BONDERITE M-PA 1344钝化涂层在不同温度下的耐烘烤测试。

r图图 4 BONDERITE M-PA 1344 钝化其他性能测BONDERITE M-PA 1344 钝化其他性能测

烘

烤

温

度

和

时

间

竞品

 250oC，6h

Bonderite M-PA 

1344

250oC，6h

Bonderite M-PA 

1344

300oC，6h

Bonderite M-PA 

1344

350oC，6h

△E 6.78 1.03/1.94 1.18/2.09 1.02/2.09

样

板

照

片

0无头轧制 –由S 0无头轧制 –由S 0无头轧制 –由S 0无头轧制 –由S

标。BONDERITE M-PA 1344 具有优异的耐高温烘

烤性并已在市场中得到验证和应用。

为评估涂层的耐高温性能，我们在苛刻的条

件 下 进 行 了 一 系 列 的 烘 烤 试 验 。 钝 化 涂 层 首

先被涂覆在镀铝板表面，在PMT（最高板面温

度）80°C 下烘干，膜厚控制在0.4 g/m2左右。

老化7天后，样板在250，300 和 350°C条件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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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MBACH 的 PROFILEMASTER® 系统
带来史无前例的带肋钢筋测量

ZUMBACH Electronics 是服务于金属和钢铁行

业的领先非接触式测量技术供应商，目前推出了

其最新 PROFILEMASTER SPS 80 测量仪，用于在

线测量任何带肋钢筋类型。该测量仪可在热轧加

工过程中精密测量带肋钢筋产品。凭借独特的工

艺特性，该测量仪可以在捕捉带肋钢筋的完整轮

廓并提取截面的同时，测量和监测带肋钢筋的内

圆直径、筋高、宽度和高度等特征。 

r 图 1 PROFILEMASTER® SPS 80 测量仪及主 REBAR 屏幕

PROFILEMASTER SPS 80 专门用于测量轧机中

的带肋钢筋，不受轧制速度的限制。由于许多轧

机以多切分方式生产带肋钢筋，ZUMBACH 的 

PROFILMASTER 可以使用一台测量仪同时处理多

达三根带肋钢筋。测量仪将单独测量每一股并生

成相关的统计数据。 

ZUMBACH 在金属和钢铁生产在线测量系统方面

拥有丰富经验，这帮助我们设计了一套适用于该

我们可提供最佳的尺寸测量解决方案！

我们可提供各种形状,大小,速度或温度检测！

我们可提供静止,摆动,旋转,及完整轮廓检测！

www.zumbach.com • sales@zumbach.ch



设备推广

类应用的稳定测量系统，并将帮助我们的客户以

更高效率生产更高质量的带肋钢筋产品。

PROFILEMASTER 系列包含各种型号，根据产品

的大小，ZUMBACH 提供了最适合的型号，适用

于整个系列的产品。    

PROFILEMASTER® 系统提供四至八个激光/摄像

模块，可连续测量移动产品的横截面。强大的基

于工业电脑的处理器将单个相机捕捉到的线条图

像组合在一起，生成轮廓的瞬时横截面。计算所

有相关尺寸，如宽度，高度，角度和半径或其他

几何量，以显示整个横截面的特征。数据以简单

易懂的图形显示，允许在整个过程中监测产品。

配置文件的标称值可以直接从 CAD 设计文件中

导入，这使得设备的设置变得简单而且无故障。	
	 

客户优势/主要特点

`带肋钢筋测量不受轧制速度限制

`	同时测量多股带肋钢筋，最多可在一个测量仪

上同时测量三根带肋钢筋

`提供 100% 实时检测

`减少启动时间

`提高最终产品的重复性和精确度

`改善流程控制

`减少报废率和生产成本

`节省原材料和后期处理成本

`在早期阶段检测流程故障

`	工业 4.0 就绪 – OPC UA（以无缝方式集成到

您的网络或上级的系统）

`清洗要求简单，维修保养时间短

`记录所有生产数据以供质量控制部门使用

`消除后期生产测量的必要

` 在 恶 劣 环 境 下 可 靠 运 行 ， 产 品 温 度 高 达 

1,200°C    MS

我们可提供最佳的尺寸测量解决方案！

我们可提供各种形状,大小,速度或温度检测！

我们可提供静止,摆动,旋转,及完整轮廓检测！

www.zumbach.com • sales@zumbach.ch



www.sms-group.com

DIGITALIZATION
如果您想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优化您的设备以

保持领先地位，那么我们能聆听您的需求，了解

您的心声，为您提供定制解决方案：我们的自动

化和数字化服务专家将帮助您建立集成智能型钢

厂，从而提高设备的效率和生产力，降低运营成

本。只要您敢想，我们就能帮您实现！

金属领域领先的合作伙伴

Digitalisierung_A4_chin.indd   1 10.09.19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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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 集团的增材制造 – 理念与产品

增材制造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现在，设计工程师不会受任何制造约束条件（例如，必须考虑输入库存
的几何形状）的限制，所以可从零件要执行的功能入手，并以真实的零件立即检查“打印的”结果。

SMS 集团已在这个充满挑战性的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并在技术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最大限度
地发挥其优势，并为客户提供新产品和相关服务。

制
造 业 正 在 经 历 一 场 革 命 。 增 材 制 造 

(AM)，或众所周知的 3D 打印，正以惊

人的速度发展。AM 是指通过逐层添加

材料，根据数字化 3D 设计数据生产物体。多年

以来，SMS 集团一直非常活跃于这个领域，其拥

有一支年轻又专业的研发团队在公司内部发展并

推广这些创新技术。该团队的活动并不局限于研

究可通过 AM 生产哪些新的优化零件，他们也花

了大量的时间在公司的设计和工程部门引入一种

新的思维方式。项目团队的另一个作用是在 SMS 

集团内部交流专业技能及 AM 的潜力和益处。我

们为 SMS 工程师组建与设计部门直接联系的设计

工作室，不会错过任何与同事们共享 AM 信息的

机会，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 AM 所具备巨的大潜

力。  

作为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的机器与设备制造

商，SMS  集团聚焦于主要由金属材料制造的零

件，因为机器和设备在运行期间要承受非常高的

负载。然而，对于 AM，我们不受任何制造约束

条件的限制。我们无需考虑输入库存的几何形

状（如锻造毛坯）或加工工艺施加的具体要求（

例如制粉或钻孔），因此，我们可以从零件要执

行的功能入手。我们采用创新的技术方法进行设

计，并可为产品功能开发出“完美的”形状。  例

如，我们已停止考虑冷却通道的矩形加工孔，因

为 AM 设计可以用最优的外形来生产。 

项目团队已经部署大量的创新解决方案，这些

方案也明确地展示出了 AM 工艺所提供的优势。

它们最重要的优势包括： 

`  动态驱动零件重量显著降低

`  功能特点在 3D 打印工艺中直接造入零件

`  通过优化流动模式和最大限度降低的重量，提

高能源效率

`  大大缩短交货周期

`  几乎可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产品

`  定制化解决方案

增材制造技术

现如今，可用的 AM 技术数量相当大，但是，

目前有两种主要技术最常用于工厂和重型机械应

用。

作者: Nina Uppenkamp、Robert Banse、Sarah Hornickel 及 Axel Roßbach

SMS 集团

产品与应用

a

粉床中的选择性激光熔化 在选择性激光熔化中，

高纯度的均匀金属粉末是由激光在机器人控制的

特定位置上逐层选择性熔化而成。这样，零件就

可逐渐构建起来，生产出最终的成品。利用粉床

技术，可以生产出复杂的零件和迄今为止前所未

有的结构，这是传统的工艺做不到的。

对于以塑料为主成分的零件，则可使用选择性

激光烧结 (SLS) 工艺。此技术与使用金属的粉床工

艺非常类似，基本区别在于它使用特殊的塑料粉

末替代金属。 

激光熔化沉积工艺 (LMD)   在激光金属沉积中，金

属粉末或金属丝通过喷嘴进给并用激光在特定点

熔化。 装配激光和喷嘴的设备可由机器人驱动。

激光金属沉积可以实现很高的沉积速率，但在“

细度”方面，它比选择性激光熔化受到的限制更

多。

SMS 的 AM 示例

锻造车间的喷头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使用 AM 部

件的示例是冲锻车间的冷却和润滑模具的喷头。

锻压机循环是：

`  装载

`  压缩

`  喷射

`  冷却

锻压机在每个冲程后打开。模具填充度必须尽可

能短，目的是将热应力降到最低并加快工件的前

进速度。模具冷却必须在这个极短的时间窗口内

执行，因此，喷头必须尽快到达它的操作位置。 

运送喷头的支撑臂必须以这种方式移动，即可

以在锻造冲程之间极快速地完成冷却，同时在最

大程度上减少工件的冷却。此外，支撑臂必须具

有非常坚固的设计且方便使用，以便更换喷头。

这些要求使得模具冷却和润滑成为了极具挑战性

的工艺，尤其是在使用传统的喷头设计时。这些

特性由以下属性表示（见图 1）：

`  在某些锻压机上，最多需要四个喷头

`  它们使用固体金属零件制成

`  它们价格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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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制造成果包含在通道内钻孔， 这可以帮

助喷头冷却及分配润滑液

`  有时，它们具有以急剧的矩形转弯运行的流体

通道，这可导致水垢等颗粒累积在通道内

`  一个喷头的重量通常为 2 到 15 kg

`  锻压机的故障可能会损坏模具

`  为了使沉重的喷头快速且准确地缩回并移出，

喷头支撑臂必须具有非常坚固的设计。

SMS 集团的专家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所以他们

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就开始研究 AM 的潜力。冲锻

件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而模具冷却和润滑必须适

应模具的形状。这就意味着喷嘴必须处于正确的

位置，而喷淋角度和冲击力必须进行调整，以满

足模具的具体要求。因为喷头需要适应模具形状

要求的布局，所以它们的设计差别很大。 

SMS 集团的研发活动带来了革命性的成果，研

发新一代的喷头已开发出一种能够使用塑料或金

属 3D 打印生产新喷头的工艺。这一突破性的解

决方案大大降低了锻压机经营商的成本，而新喷

头（见图 2）的重量只有传统喷头的十分之一，

可显著减少喷头支撑臂的磨损。对经营商来说，

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可以“按需”生产定制化的喷

头，即备用喷头几乎可在短时间内获得，也不会

产生实体库存的高成本。还可任由经营商为特殊

的应用轻松地重新设计并优化喷头。图 3 展示的

是投入使用的新喷头。

SMS 集团已经在开发重量减轻的设计，以用

于支持支撑臂在更高的驱动速度下运转。这项技

术正在申请专利，它是目前设计冲锻压机喷头最

易于使用的方法。在不改变任何几何形状的情况

下，这个零件可用塑料或金属（铝或不锈钢）制

造。新的喷头使用智能的电脑软件设计。软件可

根据喷嘴的位置，完全自动化计算 3D 打印机的

最佳喷头几何形状。

商业用途  预计会在不久之后正式推向市场。  该

喷头已经过现场测试，并已在工厂运行条件下成

功使用。在这些应用中，现有冷却系统的大部分

连接可重复使用，将改装问题降至最少。由聚酰

胺制成的喷头性能完美，其在连续操作过程中达

到的最高温度约为 50°C。在我们的德国客户 

Bharat Forge 的测试中，仅测得 14°C 的温度。

这种低温一部分是因为用于除垢的压缩空气的持

续冷却效果，一部分是由于该设施的特殊工艺，

使喷头几乎不可能接到触炽热的工件。

对于 Bharat Forge 来说，这个喷头经过特别设

计，可在水和以石墨为主的喷淋液体之间切换。

喷嘴可以关闭，确保没有多余的液体泄漏。所有

控件都是以压缩空气驱动。

Bharat Forge 打算将其设为现场的标准设备。

优势包括：

`  喷淋方式更加均匀

r 图 1 运行中的标准喷头 

r 图 2 新喷头（使用塑料或金属制成)

r 图 3 运行中的新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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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模具更加干净，液体消耗更加低

`  与传统制造的喷头相比，操作更加容易

`  并未发现传统喷头内部频繁发生的材料累积问

题这归功于流体通道的流动优化设计。

为了保证塑料喷头在特定操作条件下的使用寿命

长，可能必须编写专门的保护措施程序，其在出

现故障时由工艺控制系统触发。如果部件由于故

障而留在模具内，则会激活气幕，冷却周围的环

境大约 60 秒，但是，对模具没有冷却效果。如果

出现粘着物（卡在上模上的锻件），喷头则应立

即从锻造区域移出，以防与锻件接触。

未来的综合发展

喷头是冲锻车间的冷却和润滑系统不可或缺的部

件，该技术需要整合到整个系统中，以达到最大

的效率。三个更高层次方面及协调设计将成为发

展的焦点。

自动化 轻量喷头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线性移

动，自动放置到正确的位置上。所有喷头都将通

过标准化的接线端子板连接至冷却系统，这将使

喷头的放置极其轻松快速。

喷淋系统   喷淋系统由液体箱、阀门和所有必需介

质的供给线组成。其处理所有充分利用新技术潜

力的开关切换操作，即可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打

开并关闭单个喷嘴，并提供最优的模具冷却，同

时节省喷淋液体。后者是新喷头的独特功能。通

过快速打开和关闭单个喷嘴，甚至可能产生清扫

效果。通过专门的控制信号和传感器反馈有关锻

压机内部状况的信息，快速响应阀门可确保直接

开关阀门。此信息也可用于优化控制工艺。 

控件   操作简单的视觉化控件可根据当前的产品进

行调整，并在运行操作过程中以不到一秒的时间

优化喷淋方式或喷淋状况。客户可在塑料或金属

制成的喷头之间选择。如果使用塑料版本，则推

荐部署断路器，以在发生故障时保护喷头。此功

能已作为标配包括在 SMS 系统中。 

还计划打印导电元件和传感器。这可电力驱动

阀门并生成系统的状态消息。所获得的附加价值

和工艺优化潜力使冲锻操作的 3D 打印喷淋系统

成为一项可为工业 4.0 使用的技术。通过集成热

传感器，其可在锻造过程中获得产品精确的热图

像，并清晰地展示生产工艺，从原则上来说，这

也可用于对不断变化的条件作出实时的反应。

SMS 的其他 AM 产品示例

环状间隙喷嘴  在铜线轧机中，环状间隙喷嘴用于

线材冷却及除水。传统的零件由六个部件组成，

而气隙调节需要使用填隙片，而且设置及适当地

调整零件需要客户付出很大的努力。我们的任务

r 图 4 单个喷嘴

r 图 5 在 BIRLA COPPER 安装喷嘴

r 图 6 传统的与 AM 轧辊冷却集水管



M
IL

LE
N

N
IU

M
 S

TE
EL

 中
国

 2
01

9/
20

92

产品与应用

有两个：首先，零件的设计要简化，其次，在

没有填隙片协助的情况下可完成调整。我们通过 

AM 生产的喷嘴只需要 35 毫米的安装空间 – 与

之前的 65 毫米相比，重量只有 0.85 kg，不是 

2.5kg，并且它是单片集成设计，不需要在安装前

预组装或调整喷嘴（见图 4）。

新的喷嘴已经在印度的 BIRLA COPPER 成功投

入使用（见图 5）。它们的噪音比之前的版本更

低，而且满足甚至是超出所有性能规格。鉴于我

们使用高强度的耐磨损材料制造喷嘴，它们的使

用寿命比之前的版本更长。

新型线材轧机轧辊冷却集水管采用集成喷嘴

的轮廓适应设计，且性能优异。通过使用 Alu-

mide（铝粉和聚酰胺粉的混合物），新的零件与

传统的解决方案相比，其重量更轻，价格也更加

便宜。两者的比较如图 6 所示，安装的集水管如

图 7 所示。

电弧炉炼钢：我们已经能够将钢铁冶炼过程中用

于燃油及氧气注射的 SIS 注射器的尺寸缩小 60%

。与之前的八个单独的零部件相比，该注射器现

在也是单片集成式。注射器的截面图如图 8 所

示，展示其结构的复杂性。

SMS 集团制造的焊管设备未来将能够生产直径小

至 355 毫米（14 英寸）甚至更小的管子。由于采

用增材制造与传统制造相结合的混合设计，膨胀

器的油环可以做得更小 – 在不影响作业能力的情

况下。示例如图 9 所示。

结语

上述活动和项目说明了 AM 的发展方向。而且其

中有几个驱动因素。设计工程师现在可利用“打

印机”打印设计的零部件，并以真实零件的形式

立即检查结果。与机器人相结合的数字化 3D 设

计和愈加复杂的打印机正在为 AM 零件不断增长

的需求作出响应。这反过来又会刺激打印机技术

的发展，例如，市场上已出现第一批 AM 与制粉

相结合的混合机器。

SMS 集团已在这个充满挑战性的领域取得巨大

的成就，并在技术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最

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并为客户提供新产品和相

关服务。 MS

Nina Uppenkamp、Robert Banse、Sarah Hor-
nickel 和 Axel Roßbach 在德国门兴赫拉德巴赫
的 SMS 集团。 

联系方式：thilo.sagermann@sms-group.com

r 图 7 联安装的轧辊冷却集水管

r 图 8 SIS 注射器的截面图

r 图 9 油环的混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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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拆除高强钢捆带时实现最高的安全性能

由于高强钢可以大大降低制造成本，近年来，对高强钢的需求显著增加。这让我们不禁想起这种材料
显著节省成本的潜力，以及提高各种产品性能质量的功能。与传统钢材相比，高强钢的优点是显而易见
的。但从安全角度来看，材料处理过程势必需要升级。我们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来拆除高强钢卷上的捆
带。全球化工业机器人生集成商 Tebulo Robotics 开发了一种新型捆带拆捆机机器人，专为安全处理钢
卷量身打造。除此之外，该公司还生产卷材、板材或钢板定制捆带拆捆机器人以及冷热喷号机和/或贴标
机机器人。

T
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技术总监 Hans 

Spaans 解释道：“在生产过程中，把高强钢

钢卷打捆需要的捆扎带数量远远超过传统的

钢卷。无论什么时候，捆带均采用更高强度的钢

材制成，只需要少量捆带就足以满足要求。尽管

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但去除高强

钢捆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优势

“高强钢是一个通用术语，它是指比标准钢材强

度更大的一种钢材。近年来，钢铁企业一直高度

重视高强度钢材。这些材料是所谓的“高强度”

和“超高强度”材料，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更薄的

金属材料制造质量更好的产品，产品重量大大减

轻，但材料强度与传统钢材相同。这种金属板在

汽车和运输行业中被广泛应用。它可以提高安全

性，并为减轻重量的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从而

产生了更节能的汽车。甚至在航运和海上工业

中，这些材料也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需求不断增长

继续说道：“虽然高强钢具有很大优势，但同时

也会产生相应的风险，因为这种材料类似于一个

张力巨大的弹簧。换言之：如果我们把这样的钢

板卷成 30 到 40 吨的卷，那么材料内部就会产生

巨大的张力。为了卷材的安全运输，钢铁制造商

有时需要在钢卷上绑上 10 到 12 道的捆带。繁重

的捆扎过程大大增加了成本和时间。作为一种选

择，制造商开发出更厚的捆带，这种捆扎带具有

更高的强度质量。这种高强度捆扎带所需的捆扎

数量要少得多。”

可移除捆扎带

这种材料普遍的一个不足之处是，采用不专业的

方式切割捆带时，往往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捆

带可能突然以不受控制的方式突然断裂，而且

作者: Henriëtte van Norel

T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The Netherlands

r 图 1 各种生产线中机器人的总体布局r图图 1 各种生产线中机器人的总体布局各种生产线中机器人的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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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卷本身也可能突然断裂，造成各种的危险后

果。T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销售经理 Patrick 

Stam 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组织在许多

年前就开发了这种所谓的钢带拆捆机机器人。这

是一种机器人系统，它可以检测到卷材全幅宽度

上的捆带，并将其拆除。2004 年，加拿大的第一

条酸洗生产线安装了第一个钢带拆捆机器人。虽

然这种类型的系统在近年来得到了非常成功的应

用，但它无法用于切割和处理厚度更大、强度更

高的新型捆带。除此之外，这与该材料与传统捆

带材料相比具有双倍的破断拉力有关。此外，由

于捆带所捆包钢卷内部张力极高，切割钢带时，

新的捆带材料会由于突然释放的张力而快速弹

出。因此，现在需要为这种新型的高强度钢带进

一步开发和优化拆捆机机器人。

研发部门的主管

表示：“为了开发这种新型的拆捆头，我们的

工程师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最佳的平衡，一方面要

研发形状适合的刀具，另一方面是把握适当的切

割角度，以实现最佳的力道和最小的磨损和撕

扯。为了确定适当的切割和形变行为，开始，我

们用高速视频记录了这个过程。随后，我们开发

了一种复杂的计算方法，并对涉及的作用力进行

分析，大幅提升了拆捆头的性能，最终研发出全

新钢带拆捆机机器人。我们改进了整个结构的形

状，几乎没有增加任何重量。此外，对刀具的几

何形状（直接影响切割功能）进行了调整。为了

对这种新的钢带进行切割，刀具必须以某种方式

滑到钢带下面。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

这些紧绷的新型钢带在钢卷上捆扎得非常紧。当

刀具滑动到捆扎材料下方时，捆带会被提起并切

断，对钢卷的损伤最小。通过同样的动作，钢带

的另一面会被压住，防止抛射。Stam 解释道：“

为了灵活地实现滑动、切割和按压这三个功能，

我们使用了液压系统，因为这三种功能需要在一

个动作中实现，而且需要很大的力量。”

超长刀具寿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生产了一种更高强度的材料

切割刀具，同时修改了刀具在钢带下滑动的角

度。如果我们选用的刀具太锋利，刀尖肯定会折

断。如果刀具过钝，就无法将自己滑动到钢带下

方。由于切割动作更加智能的几何设计，我们得

以将另一种材料与独特的硬化工艺相结合，磨损

件的寿命进而得以延长，保证刀具具有超长的使

用寿命。这与标准钢卷钢带拆捆刀具的使用寿命

相同。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我们修改了反向刀

具的工作原理，以防止钢带抛射。因此，Tebulo 

开发人员从单侧按压原理转向了双侧按压的原

r 图 2 去扎机准备拆除捆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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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具有创新切割和按压装置的新型拆捆机机器

人会采用一个按压装置压住捆带。这种新型的拆

捆机机器人利用激光技术和强大的软件来检测捆

带。一旦捆带被切断，拆捆机机器人会自动将其

拉开，并传递给“绕带机”。

图 2、图 3和图 4 显示了正在多家工厂中运行的

去扎机的各种视图。

废料处置

绕带机与拆捆机机器人一同进行了升级改造，因

为要将高强度捆带弯曲成紧凑的废料非常困难，

甚至无法实现。解释说：“我们成功开发了一

款‘绕带机’，可用于处理标准捆带以及高强度

捆带材料。为此，我们对我们的构思设计进行了

全面的测试，最终证明这一方案是最佳的选择。

新机型与原有绕带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完全

改变了变形率。此外，我们的工程师还设法将捆

带被卡在绕带机冲压区域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样

捆带几乎不可能被卡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全

新绕带机设计要求的维护水平非常低，磨损件的

使用数量达到了最低的限度。这与主流的废料剪

切机恰恰相反。除了新机型外，我们的产品范围

仍然包含原有的钢带拆捆机机器人，可以拆捆传

统的捆带.

首批设备

解释说，包括控制设备和机器人刀具在内的前两

台新型钢带拆捆机机器人将于 2018 年中期交付

给芬兰的一家高强度钢铁生产商，同时提供的

还有全新绕带机、废料处置传送带和液压集料

器。”Stam 说：“每个项目的每台新型钢带拆捆

机机器人都将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特别定制。拆

捆器具有多种配置选项。其中包括钢卷材料形状

识别扫描功能、卷轴检测、宽度扫描检测、条形

码扫描和/或访问控制摄像头或产品编号识别。钢

带拆捆机机器人的标准配置包括一个按压和切割

单元，以及一个用于检测钢带数量和准确位置以

及直径测量的激光系统”。表示：“随着这一新

型钢带拆捆机机器人的上市，我们预计使用高强

钢作为打捆材料将会真正流行起来，因为从现在

开始，捆带拆捆工作可以通过一种安全且经济实

惠的方式进行。” MS

Henriëtte van Norel is Director of Van Norel 
Management Consultancy, Maarn, The Netherlands, 
working on behalf of Tebulo Industrial Robotics.

联系方式： Henriette@vannorel.com

r 图 3 拆除捆扎

r 图 4 捆扎材料已被安全高效地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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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利用钢卷的最新存储位置的可用空间

使用新的钢卷存储/配送仓库的数学建模产生了 300 卷额外存储空间，并比预建模设计多出 8-10% 的潜在
吞吐量。 

业
务部门的重大投资决策往往伴随着重大

的不确定性。对于物流项目，这些不确

定性往往涉及物流系统不同部分之间

的依赖关系。此外，在实际情况中，到达模式并

没有按照指数分布而合理地分布。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同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可变性，我们必须

处理峰值和故障。物流过程的模拟模型可以通过

对整个过程的模拟来明确这种不确定性，模型中

包含了物流的所有依赖关系和相关部分。

Tata Steel Ijmuiden 的 LA 仓库项目就是一个很

好的仿真模型应用实例。在与 Systems Navigator 

BV 的合作下，Tata Steel 在 2018 年初开始构建

一个仿真模型，以分析和优化计划中的一个新的

钢卷仓库的物流。钢圈存储在仓库的支架中，但

某些支架只适合某些角色来管理，因此合理选择

这些支架的尺寸并将它们巧妙地放置在地板空间

中可用部分是至关重要的。

公司

Tata Steel 为汽车、包装和建筑等行业生产、制

造和销售优质钢材。位于伊默登 (Ijmuiden) 的 

Tata Steel 共有 9000 多名员工，每年生产近 7 万

吨钢材。

System Navigator 是一家独立的软件咨询公

司，总部位于荷兰代尔夫特，是全球领先的先进

决策支持技术提供者。自 2003 年以来，我们的

员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解决各种最具挑战

性的项目。我们通过模拟建模来计算各种未来情

作者: Daan Merkestein 和 Stevo Akkerman

Systems Navigator BV 和 Tata Steel IJmuiden

a

r 图 1 LA 仓库第三阶段正在建设中

况，展示变化的影响，从而帮助我们的客户更好

地决定将资金投在哪里。 

我们的 Dropboard 平台帮助企业优化运营，

改善客户服务，最大限度地利用资产。System 

Navigator 是 Arena 和 Simio 模拟软件的分销

商，也是 Scenario Navigator 的创建者。

LA 项目

Tata Steel 正在不断改进其（物流）流程，为高

级钢卷建造全新的存储仓库，即所谓的 LA 仓库，

就是这一改进过程的一部分。在发货给客户之

前，LA 仓库将用于临时储存成品钢卷。成品钢卷

通过火车或交叉转运系统进入仓库，并在交付给

客户之前储存起来。为了减少人工操作的数量，

钢卷由两个自动起重机运输，起重机由仓库管理

系统控制。布局对仓库的效率和库容有着重要的

影响。图 1 显示 2018 年最初几个月处于建设中的

仓库第三阶段。图2 显示平面图，南侧为轨道，

左上方为交叉转运。大小约为 220 X 40 米。

仓库布局，即所谓的托架设置，是本文的重

点。托架是一个简单的装置，它用于放置钢卷，

并确保它不会滚动。然而，一些托架只能用于满

足特定宽度、直径和重量条件的钢卷。除了这些

技术限制，让所有托架都能存放每一种钢卷尺寸

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每个托架就必须适合尺寸

最大的钢卷，这意味着，如果只存放一个较小的

钢卷，则会浪费空间。 

此外，如图 3,所示，钢卷可以存储在其他钢卷

r图图 1 LA 仓库第三阶段正在建设中LA 仓库第三阶段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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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要堆叠这些钢

卷，它们必须满足一定的堆叠规则，这需要考虑

托架上钢卷的宽度、直径和重量，以及需要堆叠

的相应钢卷。 

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仓库容量和效率，在开始

存放之前确定好托架的数量、尺寸和位置非常重

要，因为如果后来才发现错误，然后再重新调整

可能意味着必须清空部分仓库并停止操作。

为避免这一情况，必须考虑将要存储的钢卷的

特性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输入流的可变性。因

此，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建一种布局，在这种布

局中，可以有效地处理尽可能多不同类型钢卷的

潜在输入流。

为什么要模拟？

影响布局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如：

`  钢卷到达的顺序 

`  列车和员工的可用性 

`  进入仓库的钢卷类型的变化

`  钢卷调度优先级

`  起重机优先级

`  不同托架的尺寸

`  托架的数量

`  仓库中托架的位置 

`  钢卷按哪种顺序/批次大小进入仓库

优化一个有如此多复杂变量和因素的问题似乎是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项目团队

选择使用离散事件模拟的方法。 

模拟模型

目前正在通过绘制一套带有具体特征的布置图，

并进行模拟比较，来研究可能的仓库分区解决方

案。通过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以

优化解决方案。

在 Simio 软件包中加入了 LA 仓库的模拟建

模。Simio 以离散事件模拟为基础，面向对象，

允许智能对象相互通信并交换信息。例如，如果

一个钢卷被取走，这个取走请求将被传递给起

重机，然后由起重机自己决定用哪个起重机将

钢卷取走。因此，不需要重叠的流程来指导流

程。Simio 在 3D 环境中运行，其中以真实的距

离、时间和速度为计算条件，因此可保证真实的

r 图 3 托架和钢卷

r 图 2 LA 仓库的平面图

r 图 4 模拟输出示例

对象移动和传输时间。图 4显示了模型输出的一

个示例，其中显示了仓库和轨道运输线路中的

钢卷。被堆叠钢卷阻塞的钢卷在视图中显示为红

色。必须先移动堆叠钢卷，然后才能将受阻塞的

钢卷（在托架上）移动到出站通道。 

没有输入就没有输出 

在任何模拟模型中，输出值都与输入值（无用输

入、无用输出）相关。对于许多投资项目，其流

程的历史数据与正在模拟的流程在某种程度都类

似。例如，当某一石油码头投资兴建额外的码头

或储油罐时，该码头历史上的船只抵港次数可以

很好地代表未来的船只抵港次数。

在 LA 仓库项目中，项目团队查看了 Tata Steel 

公司 2017 年工厂存储的所有钢卷的数据集。以这

个数据集为基础，项目团队分析了如果 LA 仓库可

用时，可能会进入该仓库的钢卷。用这种方法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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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一套有代表性的 9 万卷钢卷。模型中其他参

数包括仓库技术规格、火车装载和卡车装载技术

规格。还检查了 Tata Steel 客户的附带限制和运

输时间表。

确定托架类型

托架安装在托架所在的凹口轨道上（参见图 3）

。这决定了潜在托架类型的特定数量，类型取决

于托架之间留下的凹口数量。两个轨道之间的距

离决定了托架的潜在宽度。

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了数据集中钢卷宽度/直径

的散点分布图，如图 5a 所示。

第一步是确定哪个宽度和直径组范围表现得最

好。最后，决定分析六种不同的宽度和直径组

合。对于这六种组合中的每一种，使用这些组的

预期库存水平确定最佳组大小。通过最大程度减

少空间浪费（尺寸小于可放于托架的最大钢卷的

钢卷数量），在给定组数的情况下，可找到组的

最优尺寸。

为了确定每种宽度/直径调节的预期库存水平，

分析考虑了到库数量和库存钢卷的存放时间。根

据利特尔定律，这两个值的乘积等于每种托架类

型的预期平均要求库存水平： 

 

预计在库钢卷数量
= 每天入库数量
* 仓库平均存放时间

可以分析各种选定性能指标的模拟结果，例如，

缺货钢卷数量、平均初始投资和起重机的效率。

分析表明，4 个宽度组和 3 个直径组的组合是最

佳布局。如图 5b 所示。

通过对六种具有特定特征的优化布局进行多次

分析和改进，可以在每次迭代后减小解决方案空

间。经过大约 10 次迭代，找到了一个优化的托架

解决方案，并将该建议以布局的形式提交给 Tata 

Steel，准备提交给建造商。

附加价值

为了检验模拟模型的附加价值，对初始托架安装

（基于常识和经验）进行模拟和分析。结果表

明，在优化后的布局中，仓库中增加了 50 个额外

的托架位置，由于可以更高地堆叠，因此钢卷的

存放位增加了大约 300 个。这将增加 8-10% 的潜

在吞吐量。此外，可能也是更重要的，最终布局

还能够更好地适应到库的较大变化，以及未来钢

卷尺寸的更多变化。 

结论

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LA 仓库已全面投入生产

使用，表现符合预期。该项目表明，对于复杂的

投资物流系统项目，使用模拟模型是获得答案和

建议的一种很好的方式，甚至在项目开始建设之

前。该模型目前正在进一步开发，以便它可以支

持业务规划问题，例如为进库列车分配泊车位、

设定工作任务优先次序、部署操作员和分析空间

的使用情况。MS

Daan Merkestein 是荷兰代尔夫特 Systems 
Navigator BV 公司的顾问，Stevo Akkerman 是
荷兰伊默登 Tata Steel 公司的物流项目经理

 

联系方式：daan.merkestein@systemsnavigator.com
stevo.akkerman@tatasteeleurope.com

r 图 5a 宽度和直径的散点分布图   r 图 5b 散点分布图示例，一种基于 12 个不同托

架组的着色方法（3 个宽度组 x 4 个直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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