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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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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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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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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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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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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