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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钒铁水转炉分级控磷技术的研究与生产实践 

崔晓，刘玉伟，高建国，宋慧强，张琳，杨英 

（河钢集团承钢公司，河北 承德 067002） 

 

摘  要：研究了河钢承钢含钒铁水五种转炉控磷的生产工艺，主要通过研究顶底复吹转炉冶炼过程中不同吹炼阶

段不同的脱磷反应热力学和动力学原理，并对不同吹炼阶段进行重点控制，达到实现转炉终点不同磷含量的控制目

的。研究形成了转炉微脱磷法操作、半干法转炉吹炼、留渣单渣法操作、双渣法冶炼低磷钢、脱磷—脱碳双联工艺

等一系列的控磷操作方法，实现了转炉终点磷含量 0.008%-0.080%范围内的精准命中。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分级控磷；微脱磷法；半干法；留渣操作；双渣操作；双联工艺 

Th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of Different Grades of 

Vanadium Hot Metal Phosphor-control Technology 

Cui Xiao，Liu Yu-wei，Gao Jian-guo，Song Hui-qiang，Zhang Lin，Yang Ying 
(Chengde Iron and Steal Company of HBIS, Chengde 06700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ui Xiao, E-mail: 

cuixiao0909@126.com) 

Abstract：Doing Research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o control the content of phosphor in the vanadium 

hot metal of the BOF mainly by studying the thermodynamic and kinetic theory of the dephosphorization 

reaction which happened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ombined-blowing converter smelting process. Aim 

to reach the final control of different phosphorus content in the converter by means of key control. 

Develope a series of Phosphor-control method like micro- dephosphorization , half dry blowing, single 

slag and slag-remaining process, low phosphor steel by double slag process and duplex melting 

technology of desulphurization and decarburization which precisely reach the range of 0.008% to0.080% 

of the convertor final phosphor. All these to do is to finally improv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products.  

Key words ： different stages to control phosphor; micro-dephosphorization; half dry blowing; 

slag-remaining; double slag process; duplex melting technology  

 

当前钢铁行业市场对于高级别优质钢的需求比例不断增加，对成分控制也越来越严格，性能方面在几

十兆帕之间浮动，甚至要求更高，这就要求更高的成分精度控制。同时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其中对 P 含量

要求也各不相同。优质钢中低磷钢的成分控制往往要求[P]≤0.015%，甚至更低，而高级别耐候钢的 P 含量

又需要控制在 0.07-0.10%左右，这就要求转炉对磷进行精确的控制，才能达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

目的。转炉冶炼过程中，不仅要完成降碳升温的任务，还要完成脱磷任务且避免终点钢水过氧化，这给转

炉操作提出了新的困难。河钢承钢因铁水含有钒、钛等有益元素，生产中采用提钒—炼钢的双联工艺，半

钢中的[Si]、[Mn]等含量较低，[C]含量降低约 15%，半钢冶炼时炉渣渣系中的组元少，主要成分是铁酸钙

渣系，导致炼钢炉渣碱度高，熔点高，化渣困难。因此，采用半钢炼钢的渣状控制比较困难，导致磷含量

的精准控制也比较困难。150 吨转炉在半钢冶炼精准控磷处理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试验，成功冶炼了成品[P]

≤0.01%的超低磷钢至[P]含量 0.07-0.10%系列钢种，为半钢冶炼不同级别系列的品种钢提供了不同的工艺

路经和技术支持。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中高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供了技术支持。 

1 转炉脱磷理论 

通常认为[1]磷在炼钢过程中的反应是在金属液与熔渣界面进行。首先[P]被氧化生成（P2O5）,而后与

（CaO）结合形成稳定的磷酸钙。其化学反应式为： 

2[P]+5(FeO)+4(CaO)==== (4 CaO·P2O5)+5[Fe]    （放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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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P]+5(FeO)+3(CaO)==== (3 CaO·P2O5)+5[Fe]    （放热） 

当反应达到平衡时，其平衡常数表达式为 

     KP==W(4 CaO·P2O5)/W2[P] W5FeO] W4[CaO] 

或   KP==W(3 CaO·2O5)/W2[P] W5FeO] W3[CaO] 

从脱磷反应的反应式可以得出：只有提高渣中（CaO）和(FeO)含量，降低（4 CaO·P2O5）的浓度，反

应才向正反应的方向进行，[P]含量会降低，相反则能够保证钢水中的 P 含量。又因为脱磷反应是强放热反

应，因此，炉温过高会使脱磷反应向逆方向进行而造成钢水回磷。  

在动力学方面，提高转炉底吹供气强度，增加熔池的搅拌动能，从而提高炼钢炉渣与金属液的反应接

触面积，可以实现快速脱磷的目的。 

综上所述，有利于实现转炉脱磷反应的条件有：适当高的碱度、高氧化铁、适合的温度和较大渣量、

良好的熔渣流动性和充分的熔池搅拌，因此合理的控制以上几方面条件可以有效的控制钢水中 P 含量。 

下图 1 是 CaO-FeO-SiO2 熔渣三元状态图的等温截面图，也是炼钢应用较多的三元状态图，它是由成

分三角形、共晶点和一系列等温线组成。从 2CaO·SiO2 组成点开始，熔点随着 FeO 含量的升高而降低，最

低温度仍在 1300℃以上，转炉炼钢熔渣成分就在此区域变化；该相图中共晶点是一个三元化合物

FeO-CaO-SiO2，熔点约 1200℃， 由此可以得出 FeO 含量较高是炉渣容易熔化的主要原因。 

 如图所示，在箭头所指区域，炉渣碱度为 1.3，炉渣熔点约 1400℃，FeO 含量约 16%，且炉渣的粘度

适中，具备良好的脱磷条件。本课题从调整炉渣碱度、提高复吹搅拌强度、调整转炉出钢温度三各方面入

手，实现脱磷效果的分级控制。 

 

图 1： CaO-FeO-SiO2 熔渣三元状态图 

Fig.1 Three state diagram of CaO-FeO-SiO2 slag 

2 转炉磷含量分级别控制 

转炉冶炼过程一般采用造渣方法主要有单渣操作法、双渣操作法和留渣操作法[2]。但冶炼高磷钢和极

低磷钢没有统一的标准操作法，通过大量生产试验研究，根据冶炼钢种磷含量不同，把河钢承钢产品种类

分为五大类，通过不同冶炼工艺控制条件，实现转炉终点磷含量梯度控制，实现了转炉冶炼从极低磷到高

磷钢控制的标准操作。 

2.1、少渣法半脱磷冶炼耐候高磷钢 

少渣法半脱磷是针对目前冶炼含磷耐候钢，通过降低转炉渣量，及渣中的 CaO 含量，行成更难容的高

SiO2渣系，以目前河钢承钢铁水含磷 0.160%的水平，需要把炉渣脱磷率稳定的控制在 50%左右。下图 2 为

典型的少渣半脱磷法冶炼时渣料加入量及加入时机，通过吹炼中前期入轻烧白云石或生白云石，控制炉渣

CaO:SiO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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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度，并且保证炉渣中足够的 MgO 含量，达到控制炉渣脱磷率及炉渣融化温度的目的，并且通过吹炼前期

控制熔池温度，缩短低温反应时间。整个吹炼过程中保持炉渣的半熔化状态。 

    

图 2：半脱磷渣料及化渣曲线                       图 3：半脱磷实际控制效果 

Fig.2 slag charge and Slagging curve of Semi dephosphorization          Fig.2 control effect of Semi dephosphorization 

 

如图 3 所示，为半渣法脱磷吹炼控制终点情况。吹炼前期脱磷效果较差，一般在 20%左右，吹炼后期

由于 FeO 含量上升，脱磷效果一般在 30%左右。最终实现半脱磷效果。 

（利用副枪系统进行取样测温，C1、C2 、P1 、P2 为副枪 TSC 和 TSO 取样后化验室光谱分析的[C]

和[P]含量，T1、T2 分别为副枪 TSC 和 TSO 所测温度值。） 

表 1 半脱磷吹炼过程及终点成分控制 

项 目 [C1]，% [P1]，% T1，℃ [C2] % [P2], % T2，℃ 

范 围 0.30-0.61 0.110-0.130 1584-1628 0.03-0.08 0.070-0.095 1643-1678 

均 值 0.43 0.115 1615 0.055 0.079 1658 

 

表 2 半脱磷渣状及终点熔渣碱度 

终渣成分 P S Fe CaO MgO SiO2 R 

普通钢 1.287  0.098  21.82  40.33  8.64  6.80  5.93  

高磷钢 0.985  0.085  20.49  15.23  12.08  7.05  2.16  

对比 0.302  0.013  1.34  25.10  -3.44  -0.25  3.77  

通过表 1、表 2 对比分析可知道高磷钢冶炼过程中加入轻烧白云石及生白云石中所含的部分 CaO 使得

熔渣碱度降低，熔渣的 P、S 容量有所降低，但半钢冶炼的熔渣碱度仍可以达到 2.16 左右，总体可以满足

冶炼过程脱去部分磷的需要。 

2.2、黏渣法冶炼普通钢 

黏渣法冶炼就是通过转炉吹炼前期提前化渣，利用前期低温、大渣量进行脱磷，后期通过降低氧枪枪

位、提高供氧强度、增大底吹流量，使转炉终渣变黏，转炉终点脱磷率可以达到 82%左右。 

枪位、底吹流量、物料加入及供氧强度变化如下图 4 所示： 

具体操作步骤：①转炉溅完渣后，炉渣倒净。废钢中加入 1/2 的磁选渣铁，利于吹炼过程中的化渣。 

②吹炼中后期开始降低氧枪枪位，提高转炉供氧强度到 3.1Nm³ /t.min。底吹供气强度提高到

0.03m3/t·min 以上； 

③转炉终点温度控制在 1660℃左右，终点氧保证 600PPm 以内。终点起枪后至少进行 30s 的底吹后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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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黏渣法冶炼吹炼模型 

Fig.4 Model of smelting and converting by slag method 

 

表 3  黏渣法脱磷吹炼过程及终点 

项 目 [C1]，% [P1]，% T1，℃ [C2] % [P2], % T2，℃ 

范 围 0.22-0.51 0.020-0.066 1531-1575 0.04-0.13 0.015-0.033 1625-1667 

均 值 0.33 0.052 1569 0.055 0.028 1655 

 

通过黏渣冶炼钢种要求终点[P]≤0.035%的普通钢种，转炉石灰用量由 35Kg/t 降低到 28Kg/t。通过提高

吹炼 80%以后的转炉底吹效果，转炉终渣氧化性得到明显降低，转炉溅渣护炉效果明显提高。转炉经济炉

龄提高到 8000 炉以上。 

 

2.3 单渣法脱磷 

单渣法就是在吹炼过程中只造一次渣，中途不倒渣、不扒渣，直到吹炼终点出钢的操作，脱磷率可达

到 84%以上。 

适用条件：所有入炉半钢，所炼钢种要求终点[P]≤0.025%以内的条件。 

具体操作为： 

①执行留渣操作，留渣量大于 2 吨，吹炼过程炉渣碱度控制在 3.6 以内，转炉渣料开吹 1 分钟之内一

次性加入，吹炼过程使用部分石灰和机烧矿进行温度和化渣效果调整； 

②底吹供气强度 0.03m3/t·min； 

③终点出钢温度控制在 1650℃左右。 

 

表 4  单渣法吹炼过程及终点 

项 目 [C1]，% [P1]，% T1，℃ [C2]， % [P2]，% T2，℃ 

范 围 0.22-0.51 0.013-0.057 1551-1595 0.04-0.13 0.01-0.02 1627-1675 

均 值 0.31 0.051 1579 0.055 0.0177 1642 

单渣法脱磷终点[P]含量在 0.01-0.021%之间，平均值为 0.0147%，转炉平均脱磷率完成 90.6%。由此可

以说明，通过采用单渣法操作，可以达到磷含量在 0.015-0.025%的冶金条件。 

2.4 双渣法脱磷 

双渣法指转炉在冶炼过程中途倒掉部分炉渣，然后再重新加入石灰等渣料进行造渣操作，实现脱磷、

脱硫等目的一种操作方法，它也包括多次倒炉、多次造渣的操作模式，然后再出钢的操作方法。 

适用条件：对半钢中[P]无要求，所炼钢种要求终点[P]在≤0.015%。 

主要控制措施： 

①将上一炉的终渣留下约一半左右作为冶炼该钢种的前期化渣的条件； 

②吹炼 6—8 分钟，待炉渣熔化后，倒炉倒渣，倒渣量约为总渣量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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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下枪吹炼，再加入 15—30kg/t 的石灰重新造渣； 

④底吹供气强度 0.03m3/t·min； 

⑤终点出钢温度控制在 1660℃左右。 

 

表 5   半钢冶炼双渣法吹炼过程及终点 

项目 入炉 C% 入炉[P]% 石灰 kg/t 终点 T℃ 终点 C% 终点[P]% [O]/ppm 

范围 3.6-3.81 0.13-0.16 43.1-55.0 1642-1675 0.04-0.06 0.008-0.012 592-941 

均值 3.65 0.141 46.9 1662 0.047 0.011 756 

    

在执行双渣操作过程中，前期加入少量造渣料约 20Kg/t 的石灰，由于其余渣料为熟料，融化效果较好，

在吹炼 6 分钟化渣良好后，倒炉倒渣，从转炉脱磷率方面看，主要是利用吹炼前期低温大渣量进行脱磷，

脱磷率在 91.7%至 95.5%之间，平均脱磷率完成 94.2%，终点[P]含量在 0.008-0.012%之间，平均含量为

0.011%。满足转炉冶炼低磷钢的操作要求。 

2.5“脱磷—脱碳”转炉双联工艺 

当生产钢种的磷含量低于 0.010%时，连浇炉次较多，生产节奏紧张，还可以采用转炉脱磷—脱碳双联

工艺。本工艺主要是针对高磷铁水冶炼、超低磷钢冶炼等特殊铁水及特殊品种的冶炼，为品种的开发创造

先决条件。脱磷转炉可先铺入 1/3 的石灰量，再执行兑铁操作，供气强度是炼钢供气强度的 50-60%，吹炼

时间控制在 5-6 分钟，吹炼约 3 分钟起渣后分批次加入剩余石灰，视过程温度加入球团进行调整。半钢终

点温度控制在 1330℃-1370℃之间,终渣碱度控制在 1.8-2.5 之间，且要保证化渣良好。 

通过控制脱磷转炉碱度、温度、渣状等措施，可使半钢磷含量控制在 0.035%-0.080%之间，脱磷率达

50.6%-78.4%。如需连续脱磷，可将上一炉脱磷渣进行留渣操作，既利于成渣，还可以降低脱磷渣料成本。

采用脱磷后的半钢再兑入转炉内进行普通炼钢操作，转炉终点磷可以在 0.008%以内，生产周期控制在 35

分钟之内，满足生产超低磷含量钢种的要求。 

 

图 5：超低磷钢生产过程记录 

Fig.5 Control record of production process of ultra-low phosphorus steel 

 

通过图 5可以看出超低 P钢的入炉条件比较理想，可以通过前期的脱硫、脱磷把半钢碳、P、S控制在

一个较稳定的低水平。降低了转炉冶炼过程的难度系数。通过优化“脱磷-脱碳”工艺操作，形成脱磷操作

标准规程。 

2 结论 

1)以上五中脱磷模型基本覆盖了转炉终点磷 0.008%-0.075%的控制范围，满足绝大多数钢种的生产需

要。 

2)通过 5 种脱磷方法的归纳总结与转炉副枪系统结合形成 10 种转炉炼钢模型（控氮和非控氮各一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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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实现计算机自动控制，吹炼过程”一键式炼钢”。 

3)通过转炉分级控磷冶炼技术结合副枪模型，成功实现转炉冶炼“一键式炼钢”，通过分级控磷技术转

炉冶炼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石灰消耗完成 32Kg/吨钢，转炉补吹率完成 5%以下，

转炉终点碳氧积完成 0.0025PPm 以下，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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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联工艺钛强化 IF 钢的炼钢技术研究 

宋慧强，毛春丽，高建国，孔超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067002 承德） 

 

摘  要：本文章研究内容属炼钢技术领域，以 IF 钢为代表的转炉-RH 炉-连铸工艺路线的研究需炼钢全流程研究，

整体考虑各工序功能释放且不超负荷处理，自 KR 复合喷吹脱硫开始进行研究，通过制定严密的工序接收条件，考

虑钒钛磁铁矿冶炼的特殊铁水条件，制定适合的脱硫控制模型，根据铁水磷高的特殊情况，设计脱磷的工艺，减缓

转炉终点温度压力，首要控制终点碳及终点氧命中目标，采用 LF 炉+RH 双联工艺，稳定生产温度及节奏，深入研

究蒸汽喷射泵脱碳机理及夹杂去除机理，生产超低碳及钢水纯净度高的 IF 钢，以此工艺设计为基础实现转炉-RH

炉-连铸工艺路线的各钢种质量、产量的稳定提升的目的。 

关键词：双联工艺；脱磷去铬；分步脱碳；半钢冶炼 

Steelmaking process of Ti strengthened IF steel by duplexprocess  

SONG Hui-qiang,MAO Chun-li,KONG Chao,GAO Jian-guo 
(He steel limited by share ltd Chengde branch 067002 Chengde) 

Abstract：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is paper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steelmaking technology,A through 

process investigation is a necessity to produce IF steel when the process route of BOF-RH-CC is adopted. 

The crux of this process is to obtain capacity of all facilities while keep the capacity not exceed its 

maximum. Additionally, considering the process of KR hot metal pretreatment progress, and the strict 

process parameters setting, while considering an appropriate model for desulfuratio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roposal of new dephosphorization process to tackle high P content of hot metal while decrease the 

load the dephosphorization burden of BOF. A new process combined with LF and RH is also proposed to 

stabilize the production tempo. The theory of steam jet pump decarburization and inclusion removal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of ultra-low carbon steel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o increase both the quality and 

output of IF production when using the process route of BOF-RH-CC.  

Key words：Duplex process; Dephosphorization and removal of chromium; Semisteelsmelting; Stepwise 

decarburization; 

 

近年来，为适应汽车减重、降低材料消耗和节约燃油的需要，对汽车用 IF 钢强度及表面质量要求非常

严格,其生产工艺也代表企业某一方向的技术水平，河钢承钢依托钒钛资源特色，采取工艺优化，通过研究

脱磷去铬、复合喷吹脱硫工艺，充分研究 RH 深脱碳及全工序耐材降碳实验，成功开发了钛强化 IF 钢，推

动了转炉-RH 炉-连铸工艺路线的钢水纯净度提升。 

1  Ti-IF 钢的成分设计理论研究 

1.1 Ti-IF 钢钛强化机理研究及成分设计 

IF 钢中 Ti 基本全部析出，根据钛化合物的生成自由能和固溶度，钢中钛化合物的析出顺序为

TiN-Ti4C2S2-TiC。研究表明，如果 Ti%≥4C（%）+3.43N（%）+1.5S（％）便可消除钢中间隙固溶原子，

有效钛（Ti*%= Ti%-[4C（%）+3.43N（%）] ）的最低含量应该为 0.01%，随着 Ti 含量的继续增加，剩余

的 Ti 在较低温度下以细小而弥散的 TiC 质点形式析出，起到强烈的沉淀强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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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IF 钢中析出物的稳定性顺序[1] 

Fig.1 Stable order of precipitates in Ti IF steel 

 

通过借鉴国内外 IF 钢生产技术，充分考虑钒钛磁铁矿冶炼的铁水条件，初步成分设计按如下模式控制。 

 

表 1 IF 钢成分设计 

Table 1.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IF steel 

牌号 成分 C Si Mn P S Als Ti N 

******* 

目标 ≤0.0030 ≤0.02 0.15 ≤0.010 ≤0.005 0.035 0.060 ≤0.0030 

成分 Cu Cr Ni Mo Nb V Cu+Cr+Ni B 

目标 ≤0.05 ≤0.05 ≤0.05 ≤0.020 ≤0.005 ≤0.003 ≤0.07 ≤0.0005 

 

1.2 Ti-IF 钢中有害元素影响及去除原理分析 

1) 碳 

随着钢中固溶碳含量的增加，{111}织构密度下降，产品时效问题明显，对于超深冲用钢，需要的是低

的屈服强度和高的延伸率；因此，现在比较先进的炼钢工艺已经把钢中碳氮含量之和降低到 0.003%以下。

残余的 C，采用加 Ti 的方式加以固定。 

对于目标[c]小于 30ppm 的深冲钢和 IF 钢，转炉终点[C]为 0.010％~0.040％，是作为真空脱碳处理的

最佳含量；德国蒂森钢公司贝克韦特厂在 RH 脱碳处理之前[C]必须达到 0.03%；中钢公司生产经验表明转

炉终点[C]为 0.030％~0.040％，氧活度为 400~500ppm，RH 处理最合适；在 RH 脱碳结束到 RH 处理结束国

内厂家增碳情况为攀钢(0~7)ppm，平均为 3.3ppm，鞍钢平均增碳 1.2ppm，武钢平均增碳 0.6ppm，而宝钢

基本不增碳，国外厂家增碳控制在 1ppm 以内。 

2) 氮 

对钢的有害作用与 C 类似，氮在钢中一般使强度增加，硬度值上升，r 值下降并引起时效。但因炼钢

一般能将 N 控制在 40ppm 以下，而脱氧残留的 Al 能与 N 生产稳定的 AlN, 能将 N 完全固定，因此，N 对

IF 钢的有害作用基本上得到控制。Ti-IF 钢中 Ti 大量溶入基体，一方面强化基体降低了韧性，另一方面，

钢液中析出的 TiN 颗粒粗化，不能有效地阻碍奥氏体晶粒长大。故 Ti-IF 钢中必须在铝脱氧后再加入 Ti 合

金来避免 TiN 的不利影响。 

氮含量控制措施是:转炉工序提高铁水比，提高氧气纯度;吹炼过程中增加矿石的投入量，添加石灰石造

泡沫渣，控制转炉炉内为正压;吹炼后期，采用低枪位操作，增加搅拌强度，强化终点命中率;采用沸腾出钢。

RH 工序加强真空室密封，减少合金和废钢带入的氮，避免 RH 吸氮。连铸工序提高钢包开浇自开率，改进

长水口机构、操作、密封材料、氩封方式并控制合理的吹氩量，中间包采用高碱度覆盖剂，确保液面不暴

露。硫含量控制措施是:铁水 S≤0.040%；半钢 S≤0.003%；采用低硫石灰、白云石；采用挡渣标和滑板挡

渣；拉速稳定在 1.1m/min，结晶器液面波动＜±3mm。从生产过程中抽样数据对残余元素（［Cu］、［Ni］、

［Cr］、［As］和［Sn］）统计分析延伸率和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As 含量控制在 0.011% wt 以下，Cu 含

量控制在 0. 025%wt 以下时[4]，能够较好地保证材料的各项异性较小，提高材料的冲压性能。 

3) 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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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与钢中的锰生成 MnS，这种长条状夹杂物会影响钢的冲击性能，因此要求其元素含量越低越好。炼

钢主要采用铁水脱硫的方法控制钢中硫的含量，同时加入钛。钛与硫的亲和力要强于锰与硫的亲和力，因

此通过钛的加入来控制硫化物夹杂的形态。随钢中 Ti 含量增加，钢中 Ti4C2S2 化合物逐渐增多并取代 MnS

夹杂，即钛的加入夺取了 MnS 中的硫而与之形成更为稳定的 Ti4C2S2，减少了 MnS 的析出。同时 S 在一

定程度上(约 0.005~0.006%)有利于 C 的析出，对提高钢的深冲性能有利[2]。 

4) T［O］ 

T［O］含量过高会产生大量夹杂，在冷轧过程中出现孔洞、翘皮等质量问题，影响产品使用，通过分

析 T［O］含量的变化，加 TiFe 后纯循环时间 6～8min 以上可使 RH 真空处理结束后钢液 T［O］降至 30ppm

以下；加 TiFe 后钢液增［N］幅度较大，为 5ppm; 破空后增［N］约 2ppm; 纯循环过程中，［N］含量基

本保持不变。随着 RH 真空处理结束后镇静时间的延长，中间包钢水 T［O］含量总体呈下降趋势，镇静

时间大于 30 min，T［O］可控制在 35ppm 以下。 

 

 

图 2  RH 加 Al 后钢液 T[O]和[N]的变化       图 3  T[O]与镇静时间的关系 

Fig.2 Changes of total oxygen and nitrogen in molten steel after adding aluminium to RHfurnace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oxygen and sedation time 

2  铁水预处理工艺设计及实验 

针对钒钛磁铁矿高炉铁水磷、硫、残余镍、铬、铜偏高的特点，目前铁水镍+铜之和 0.030%左右，较

普铁残余元素上涨 30-70%，磷平均 0.15-0.20%，硫平均为 0.05-0.07%，针对该现状，首先工艺设计要求对

炼铁原、辅料进行优化，使用含镍、铜成分较低的原料，炼钢采取对铁水进行脱磷、脱铬、脱硫预处理工

艺设计，根据生产金属氧化物自由能与温度的关系图[1]分析,考虑铁水脱硫温度与脱磷、去铬温度的平衡关

系，通过加石灰及洁净冷料的方式降温，将脱磷温度控制在 1340-1360℃范围内，经过试验可确保脱磷、去

铬的良好效果,首次实验采取复合喷吹模式脱硫，工艺路线为铁水-脱磷-脱硫。  

 

图 3 首次实验磷、硫含量变化趋势 

Fig.3 The change trend of phosphorus and sulfur content in this exper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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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实验情况分析，工艺设计合理，铁水条件较差，造成了两炉需二次喷吹。针对该问题对铁水

条件进行管制，要求要求脱硫前硫含量≤0.045%，磷≤0.170%，执行一次喷吹，适当增加石灰喷吹量，喷

吹期间可适当变换枪位。 

 

图 4 二次实验磷、硫含量变化趋势 

Fig.4 The change trend of phosphorus and sulfur content in this experriment 

脱硫后硫含量最高位 0.0030%，磷最高 0.050%，满足炼钢入炉要求,正式方案执行二次实验设计。  

3  冶炼终点控制工艺研究 

3.1 初次实验情况 

在脱磷、脱硫工艺固化的基础上进行转炉终点控制，设计目标终点碳 0.03%，终点氧 700-900ppm，终

点温度 1700-1710℃，严禁转炉补吹及下渣，初次实验工艺路线按转炉-RH-连铸工艺路线，试验情况如下： 

 
图 5 首次实验转炉入炉及终点控制情况 

Fig.5 In this experiment, converter inlet and end control 

本浇次实验入炉条件满足之前制定技术方案，在半钢碳温度的基础上为提高终点温度导致转炉终点终

点碳及终点氧控制情况不稳定，终点 C 含量命中 0.03-0.04%比例较低。 

3.2 二次实验情况 

结合上次实验结果，将原工艺路线转炉-RH-连铸优化为转炉-LF 炉-RH 炉-连铸，降低转炉终点温度控

制压力，通过到 LF 炉终点目标要求不变，再次实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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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本次实验转炉入炉及终点控制情况 

Fig.6 In this experiment, converter inlet and end control 

    本次试验效果较理想,按此模式固化，并进一步试验超低碳影响因素，另本次实验氮含量控制不稳定，

后续主要工艺调整为提高转炉终点一次命中率，优化 RH 真空度，确保循环流量执行小-大-小的模式提高

RH 去氮效果。 

4  RH 深脱碳及钢水纯净度控制技术研究 

实验预抽真空对前期真空度降低速度的贡献，确定是否全部执行预抽真空操作，在 SPHD 钢种进行

RH 模拟 IF 钢脱碳生产，对各环节生产时间进行计时并提供出各操作环节的稳定处理时间，制定出 40min

及 38min 处理周期的各时间节点操作任务，在满足攻关 1 目标的前提下制定出 40min、38min 的 RH 处理周

期表。 

4.1 初次实验 RH 过程脱碳数据分析 

 

 
图 7 RH 过程碳含量变化趋势 

Fig.7 Variation trend of carbon content in RH process 

根据分析，RH 处理 22min 后脱碳结束，24 分钟加铝、补钛后开始增碳，连铸增碳量高于目前同行业

水平，且钢水可浇性偏差，需进一步对耐材进行技术研究，降低耐材增碳量，并需对顶渣进行改质提高目

前钢水可浇性。 

4.2 耐材降碳前后指标 

表 2 耐材攻关前后碳含量 

Table 2 The composition of C before optimization 

合金 攻关前 C% 攻关后 C% 

Ti-Fe 0.2 0.2 

无碳覆盖剂 2.4 1.1 

中包料 3.2 0.5 

无碳钢包（包底） 12 0.31 

4.3 顶渣改质实验指标
[3]
 

表 3 SPHETI-3-T 顶渣改质炉次指标 

Table 3. The quality index of slab for SPHETI-3-T before optimization 

实验数
据 

小粒灰 
精炼渣
加入量 

钢包渣
改质剂 

RH 前渣
Fe2O3% 

RH 后渣
Fe2O3% 

Fe2O3%
降低量 

平均值 300 300 170 28.2 8.2 -20.1 
最大值 300 300 170 33.7 9.7 -24.1 
最小值 300 300 170 26.4 7.1 -19.3 

 

表 4 SPHETI-3-T 对比未改质炉次指标 

Table 4. The quality index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optimization for SPHETI-3-T 

实验数
据 

小粒灰 
精炼渣
加入量 

钢包渣
改质剂 

RH 前渣
Fe2O3% 

RH后渣
Fe2O3% 

Fe2O3%
降低量 

平均值 300 300 0 27.6 22.5 -5.1 
最大值 300 300 0 34.2 26.7 -7.5 
最小值 300 300 0 24.7 19.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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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ETI-3-T，每炉加入 170kg，改制后平均降低 20.1%含量，改质后 Fe2O3%最高为 9.7%，可满足改

质后 Fe2O3%达到 7-10%的范围的预定目标，改质炉次台铝收得率提高 7%，钛铁收得率提高 11%。 

5  优化各工序方案后实施效果 

表 5 成品成分控制结果 

Table 5. The controlled composition of the final product 

炉号 C Si Mn P S Ni Cr Cu Ti V Nb N Als 

1 0.0030 0.005 0.140 0.004 0.007 0.020 0.023 0.018 0.061 0.002 0.003 0.003 0.030 
2 0.0017 0.004 0.150 0.002 0.005 0.020 0.024 0.016 0.059 0.002 0.003 0.003 0.039 
3 0.0018 0.003 0.160 0.003 0.005 0.020 0.024 0.015 0.059 0.002 0.003 0.003 0.034 
4 0.0025 0.003 0.160 0.005 0.006 0.020 0.025 0.013 0.063 0.002 0.003 0.003 0.040 
5 0.0025 0.004 0.140 0.005 0.007 0.020 0.024 0.014 0.060 0.002 0.003 0.002 0.030 
6 0.0023 0.004 0.140 0.003 0.007 0.020 0.024 0.012 0.063 0.002 0.003 0.002 0.038 
7 0.0017 0.003 0.130 0.004 0.007 0.020 0.023 0.015 0.060 0.002 0.003 0.004 0.036 
8 0.0023 0.004 0.150 0.005 0.008 0.020 0.030 0.017 0.057 0.002 0.003 0.002 0.030 
9 0.0012 0.004 0.130 0.006 0.008 0.020 0.024 0.015 0.066 0.002 0.003 0.003 0.032 
10 0.0012 0.002 0.110 0.003 0.008 0.020 0.019 0.015 0.063 0.002 0.003 0.004 0.035 
11 0.0018 0.004 0.150 0.003 0.009 0.020 0.021 0.016 0.066 0.002 0.003 0.003 0.042 
12 0.0019 0.003 0.140 0.002 0.009 0.020 0.024 0.015 0.067 0.002 0.003 0.003 0.032 
13 0.0028 0.004 0.150 0.004 0.009 0.020 0.029 0.014 0.062 0.002 0.003 0.002 0.034 
14 0.0016 0.005 0.120 0.005 0.010 0.020 0.019 0.014 0.063 0.002 0.003 0.002 0.038 
15 0.0017 0.010 0.130 0.006 0.008 0.020 0.024 0.013 0.069 0.002 0.003 0.003 0.044 

平均值 0.0020 0.004 0.140 0.004 0.008 0.020 0.024 0.015 0.063 0.002 0.003 0.003 0.036 
最大值 0.0030 0.010 0.160 0.006 0.010 0.020 0.030 0.018 0.069 0.002 0.003 0.004 0.044 
最小值 0.0012 0.002 0.110 0.002 0.005 0.020 0.019 0.012 0.057 0.002 0.003 0.002 0.030 

 

 

图 8 热卷材质晶粒度 

Fig.8 Metallorgraphic grain diagram 

6  结论 

通过对钛强化 IF 钢的成功开发，主要研究结果如下：针对钒钛磁铁矿铁水冶炼工艺，采取脱磷、脱铬、

脱硫的合理工艺设计，适当降低脱磷铁水温度，通过 LF 炉升温功能缓解转炉终点压力，稳定转炉终点目

标命中率，通过分析 RH 过程碳含量变化曲线，优化 RH 脱碳工艺，必要时采取后期强制吹氧脱碳方式，

对全系统耐材进行降碳优化等措施，稳定了钛强化 IF 钢的生产工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本研究已批量用于实际生产，通过设计合理工艺路线并对各环节工艺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化，

实现了 IF 钢生产的质、量双提升，也为同类工艺的 IF 钢生产提供了交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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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钢转炉快速脱磷的生产实践 

高福彬 1，陈晓辉 2，李建文 1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1-技术中心 2-炼钢厂，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由于高碳钢碳含量较高，硫、磷含量低，生产过程很难控制，在转炉冶炼过程经常出现磷不合格的现象。

为此，本文通过对转炉脱磷热力学分析，得出高 FeO、高 CaO、低温为脱磷的热力学条件，邯钢通过控制废钢和

辅料的加入量、加入时间，氧枪位控制，保证炉渣流动性，防止过程返干，延长低温造渣时间，挡渣出钢等操作提

高了该钢种磷的命中率。 

关键词：高碳钢；转炉脱磷；热力学；实践 

Production Practice of Rapid Dephosphorization of High Carbon 
Steel in Converter 

GAO Fu-bin
1
 CHEN Xiaohui

2
 LI Jian-wen

1
 

(1-Technique Center, 2-First steel making plant, Hand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Hebei iron and steel group，Handan 

056015，Hebei） 

Abstract: High carbon steel has higher carbon content, lower sulfur and phosphorus content, so its 

producing process is quite strict, the off grade steels often occur because its carbon or phosphorus content 

was Out of grad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converter dephosphorization thermodynamic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high FeO, CaO, low temperature thermodynamic conditions for 

dephosphorization, hangang Through the control of scrap and materials' adding amount and time, Oxygen 

lance position control， guarantee the slag fluidity, prevent dry process return, to extend the time of low 

temperature slag, high filling blow, slag tapping opera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ratio of phosphorus 

steel. 

Key words: High carbon steel; dephsophorization in converter; Thermodynamic; practice 

 

引言 

高碳钢一般为优质钢，主要用于拉拔成细钢丝、轮胎帘线或桥梁拉索等行业。由于需要经过拉拔，该

类钢种对夹杂物，硫磷偏析等要求极为严格[1]。 

磷作为该钢种主要有害元素，可以导致偏析，增加冷脆性，降低钢的强度和塑性，因此必须严格控制

钢种内的磷含量。为了降低该钢种内的磷含量，邯钢炼钢厂通过对转炉脱磷的热力学分析并结合自身实践，

形成了一套适合邯钢现场实践的 100 吨转炉脱磷控制工艺。 

1  转炉脱磷的热力学分析 

按分子理论模型，转炉脱磷反应主要发生在钢渣界面，由以下反应环节组成： 

  5(FeO)=5[O]+5[Fe]          (1) 

 2[P]+5[O]=(P2O5)        (2) 

 (P2O5)+4(CaO)=(4CaO·P2O5)      (3) 

由上式可知： 

 ]Fe[5)OPCaO4()CaO(4)FeO(5]P[2 52       (4) 

由此可知该反应的平衡常数的对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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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渣中 4CaO·P2O5 的含量较低，经常以 52OxP 表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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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产中，经常用 Lp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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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磷在炉渣和钢水之间的分配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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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转炉脱磷的主要影响因素为 FeO、CaO、温度。 

1.1  FeO 对脱磷的影响 

FeO 对脱磷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 CaO 的熔化速度来实现。当渣中 FeO 含量较低时，渣中石灰熔化

比较缓慢，脱磷速率明显下降；当渣中 FeO 含量较高时，会使渣中 CaO 的活度降低，使 CaO 的脱磷能力

减弱，甚至产生喷溅。因此，在吹炼前期为了保证石灰的快速熔化，渣中 FeO 含量应该控制的稍高些，在

吹炼中期为防止过程返干渣中 FeO 应控制在 9%以上。有研究表明渣中 FeO 含量控制在 14-18%、CaO 与

FeO 的比值在 2.5~3.0 之间时炉渣脱磷效果最佳[2]。 

1.2  CaO 对脱磷的影响 

CaO 主要是影响炉渣的碱度，当渣中 CaO 含量升高后，渣中 CaO 的活度增加，与 P2O5结合的机率增

加，使钢中[P]含量降低。但 CaO 含量过高会使炉渣变的粘稠，使脱磷动力学条件减弱，也对脱磷不利，当

碱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碱度对脱磷指数也影响不再明显，反而随渣中 FeO 含量的增大而增大。通过实际

跟踪发现渣中 CaO 含量为 40%~45%时，脱磷效率比较高[3]。 

1.3  温度对脱磷的影响 

由式 4 可以计算出不同温度下的脱磷反应的平衡常数 K，由于脱磷反应为放热反应，温度越低越利于

脱磷，但这仅仅是从热力学角度的分析，如果温度过低会使炉渣粘度升高，石灰溶解速度减慢，不利于钢

液中的磷向炉渣中扩散。有资料表明，最佳的脱磷温度为 1350~1400℃。 

2  转炉脱磷工艺控制实践 

2.1  入炉原料控制 

邯钢炼钢厂的铁水入炉条件为：0.25% <Si <0.60%、0.120% <P <0.150%。铁水温度：1250℃-1350℃。

废钢条件：P<0.040%、S<0.040%，块度不均，废钢较杂。由于高碳钢主要依靠转炉吹炼前期脱磷，为了充

分利用前期脱磷的有利时机，邯钢采用了活性度高粒度均匀的石灰，以保证前期渣的化渣速度，力求前期

渣完全快速融化；为提高吹炼前期的转炉熔池温度，高碳钢废钢配加比例控制在 5%-10%之间，且选用大

块废钢；为增加前期渣中 FeO 铁的含量，在高碳钢冶炼时特意提高了返矿和矿石的配加比例，配加量由 5%

提高至 8%。 

2.2  枪位控制 

为提高高碳钢的脱磷效果，制定了不同的枪位操作规程，当铁水温度低于 1250℃时，采用低枪位操作，

以加强熔池搅拌，提高熔池温度，加速石灰溶解，促进前期渣的形成，当温度高于 1250℃时，适当提高高

枪位操作，使氧枪吹出的氧气在在铁水表面流动，促进铁的氧化，使铁进入渣中，形成高活性的含铁石灰

渣，以便利用前期的低温优势快速脱磷，当硅锰氧化完成后，提高枪位，降低供氧强度，延长低温冶炼时

间，使低温冶炼时间保持在 8min 以上以保证脱磷效果，另外，为避免熔池快速升温，可将氧化铁皮、矿石

等分批加入，以避免炉渣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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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渣量大小的控制 

转炉炉渣的多少虽然对磷在炉渣与钢水间的分配比没有影响，但在分配比一定的条件下，增大炉渣的

数量可以降低磷在炉渣中的饱和度，因为渣量的增大稀释了渣中的 P2O5 的含量，但渣量不能太大，渣量过

大会引起喷溅，增加渣中金属损失。为此，在冶炼高碳钢时，渣量一般控制在 70~75kg/t。如果铁水磷大于

150 时，则采用双渣冶炼的模式。 

2.4  出钢挡渣的控制 

为了防止在转炉出钢过程中发生转炉下渣，造成钢包回磷事故，保证高碳钢种成品钢的磷含量小于

0.25wt%,出钢时采用了带有导向装置的挡渣锥挡渣和带有红外线检测装置的滑板挡渣双挡渣系统，当转炉

出钢量达到四份之三时采用机械装置将挡渣锥送入路口上方，先用挡渣锥进行预挡渣。当红外线检测装置

报警时关闭滑板挡渣。采用双挡渣系统后转炉下渣量控制在 5kg/t 钢以内，挡渣合格率达 99.2%以上，较好

的保证了高碳钢种成品 P≤0.025wt%的要求。 

3  取得效果 

对 2015 年 1-5 月高碳钢种部分炉次的终点控制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 1。 

表 1 高碳钢种的终点控制情况 

Table.1 Finishing point control situation of High carbon steel 

时间 
出钢时 C 含量 

（wt%） 

成品 P 含量 

（wt%） 

出钢温度 

（℃） 

1-3 月 

最高 0.40 最高 0.023 最高 1646 

最低 0.09 最低 0.008 最低 1575 

平均 0.30 平均 0.15 平均 1588 

4 月 

最高 0.37 最高 0.022 最高 1640 

最低 0.10 最低 0.007 最低 1570 

平均 0.36 平均 0.014 平均 1584 

5 月 

最高 0.41 最高 0.020 最高 1625 

最低 0.12 最低 0.005 最低 1574 

平均 0.33 平均 0.012 平均 1580 

从表 1 可以看出，2015 年 1-3 月平均出钢的碳含量为 0.30wt%，4、5 月平均出钢的碳含量分别为 0.36wt%

和 0.33wt%，由此可知，自采用该操作方法以来，终点碳控制较理想，特别是 5 月出钢碳含量控制在 0.15wt% 

~0.36wt%之间，出钢磷含量得到了有效的去除；在出钢温度和成品磷含量控制上，1-3 月平均出钢温度为

1588℃，4、5 月平均出钢温度分别为 1581℃和 1580℃，出钢温度较 1-3 月的平均温度有所下降，但出钢温

度控制基本稳定。 

4  结论 

（1）通过对高碳钢脱磷热力学分析表明，转炉脱磷的理想条件是高 FeO、高 CaO、低温，片面的追求

高碱度不一定能达到较好的脱磷效果。 

（2）为保证高碳钢的脱磷效果，应根据熔池温度调节好枪位，促进前期渣的快速形成，提高前期脱磷

率，在冶炼中期应适当增加低温区（1500℃以下）时间，防止高温回磷。 

（3）为保证高碳钢的脱磷效果,转炉渣量不易太多，太多容易产生喷溅，太少对脱磷不利，渣量控制

在 70~75kg/t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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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脱磷技术在转炉高碳脱磷工艺上的研究与应

用 

周泉林 

（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科，河北省唐山市，063000） 

 

摘  要：本文重点从动力学条件的改善及低温脱磷造渣技术的应用等方面进行研究，解决由于低温条件下炉渣融

化困难，脱磷效果不稳定问题。应用高马赫数氧枪，氮氧混合技术及合理的复吹技术解决了低温条件下的动力学问

题；对影响低温脱磷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找到影响脱磷效率的主要因素为半钢的残硅含量和炉渣碱度，次要

因素为吹炼终点平均温度和渣中 TFe。在半钢温度 T≤1400℃，碳含量 w[C]≥3.0%的情况下，稳定实现 70%以上

的脱磷率。 

关键词：高碳脱磷；氮氧混合；低温造渣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low temperature dephosphorization 

technology in high carbon dephosphorization process of converter 

Zhou Quanlin 

（Tangshan stainless steel Co., LTD. Heibei Tangshan, 063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improving kinetic condition and low temperature 

dephosphorization slagg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o solve the low temperature melting slag 

dephosphorization effect difficult, unstable problem. With high Maher number oxygen lance, nitrogen 

oxygen mixing technology and reasonable combined blowing technology，We solved the problem of 

dynamics at low temperatu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 temperature dephosphorization effect were 

analyzed. We found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dephosphorization are the residual 

silicon content and the basicity of the slag; The secondary factors are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blowing end and TFe in the slag. When the semi steel temperature is less than 1400 ℃, the carbon 

content is less than 3.0%,the stable dephosphorization rate is more than 70%. 

Key words: dephosphorization of Semi steel; mixture of nitrogen and oxygen; slagging in low 

temperature

1  前言 

随着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对钢材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近年对低磷、超低磷钢的需求急剧增

加，因此基于铁水预处理的洁净钢生产工艺被国内外钢铁企业广泛采用。采用高碳脱磷技术，利用双联优

势减少转炉渣量、提高冶炼节奏，可搭建低成本高效的洁净钢冶炼平台。高碳脱磷工艺要求在半钢温度

1350℃，碳含量 w[C]≥3.0%的情况下，实现 70%以上的脱磷率。由于低温条件下炉渣融化困难，及高碳区

间脱磷存在碳和磷的选择氧化问题对低温脱磷工艺提出较高要求。 

2  总体思路的确定 

前人在研究转炉冶炼前期脱磷的因素时发现，除了脱磷必须具备的热力学条件，快速成渣和动力学因

素是高碳脱磷成败的关键。这主要是因为达到稳定的脱磷率必须有稳定的碱度保证，而低温下石灰熔化困

难，即使有萤石等助熔剂如果熔池搅拌力不足、熔化时间不够，炉渣也无法保证脱磷所需要的碱度。因此

本文分别研究改善动力学条件；分析影响造渣及脱磷的因素，实现稳定高效的脱磷效果。 

3  动力学条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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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氧枪参数设计 

氧枪马赫数由 0.98 提高到 2.15 以促进快速化渣，提高搅拌动能，为脱磷保碳创造条件。14°喉口夹角

设计有利于提高吹炼初期铁水氧化铁，氧化铁的提高极大促进了石灰等渣料的快速熔化，达到了前期迅速

化渣，提高炉渣磷容量的目的。 

表 1 氧枪喷头参数 

Table 1 Lance nozzle parameters 

阀后压力 标准流利 喉口直径 喷头夹角 马赫数 

1.4 Mpa 160m³/min 18mm 14° 2.15 

3.2  氧枪氮氧混合技术 

吹炼前期使用纯氧气吹炼，供氧强度 1.65m³/min.t,达到快速成渣目的，吹炼约 3min 后降低供氧强度至

1.5，避免升温太快不利于脱磷反应进行，吹炼至 65%时混入约 15%氮气，增加搅拌动能同时降低脱碳速度，

此后混入氮气比例逐步提高 80%左右，供氧强度约为 0.3 m³/min.t。在保证动力学条件基础上，较少供氧量，

减轻熔池的反应强度，促进脱磷反应进行。 

 
图 1 氮氧混合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nitrogen oxygen mixture  

3.3  转炉复吹工艺制度设计 

脱磷转炉复吹系统遵循较大强度原则，同时不能加剧熔池碳样反应的剧烈程度，主要目的为增加熔池

搅拌动能，达到快速成渣快速混匀目的，同时应强调底吹强度不能过度增大，过度增大不但对脱磷毫无意

义，也增加了加剧喷溅发生的风险。如图 2 所示： 

 
图 2 底搅强度与脱磷率对应关系示意图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tom stirring strength and dephosphorization rate 

底吹强度在开吹既设定为 0.07 m³/min.t，由于前期顶枪供氧强度较大，底吹强度不宜太大，避免脱碳

反应剧烈，引起喷溅发生，故采用较小供氧强度，保证熔池搅动效果即可。吹炼 50%之后底吹强度增加至

0.1 m³/min.t，主要是此阶段炉渣熔化完成，提高底吹强度有利于达到较好渣洗效果，同时由于顶枪供氧强

度开始降低，增加底吹强度利于保证熔池动力学条件。吹炼 90%以后，顶枪供氧强度达到最低，此时以吹

氮气为主（约 80%氮气），此阶段底吹强度达到 0.15 m³/min.t，目的是通过强搅使渣铁迅速分离，降低炉渣

泡沫化程度。 

4  转炉低温脱磷造渣技术 

4.1  影响脱磷率因素分析 

1）炉渣碱度对脱磷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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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渣的碱度平均为 1.4，碱度在 1.1%~1.7%范围内占到 93%。如图 3、4 所示，随着碱度的升高，脱磷

率有升高的趋势。而脱磷率小于 40%的样本只有 2 个，故此点不具有代表性。推断此点碱度高的原因可能

是由于石灰的熔化效果不好，样品中有残余的石灰颗粒造成的。 

 
图 3 碱度对脱磷率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R on dephosphorization rate 

 

 
图 4 不同脱磷率对应炉渣的平均碱度 

Fig.4 The average R of slag with different dephosphorization rate 

2）硅含量对脱磷率的影响 

图 5 为硅含量对脱磷率的影响，可以看出，铁水硅含量与脱磷率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是吹炼终点

硅含量对脱磷率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吹炼终点硅含量为 0.01%时，脱磷率最小为 58%，平均为 67%。而在

脱磷率≥60%的 59 炉次中，90.24%的炉次残硅含量小于 0.04%。而脱磷率≥70%的 8 炉次中，100%的炉次

残硅含量为 0.01%。提高脱磷率的必要条件是：降低吹炼终点硅含量。 

 
图 5 硅含量对脱磷效率影响 

Fig.5 Effect of silicon content on dephosphorization efficiency 

3）温度对脱磷率的影响 

图 6 分析温度对脱磷率的影响，铁水温度与脱磷率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脱磷率高的炉次，吹炼终

点平均温度有减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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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温度对脱磷率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dephosphorization rate 

4）渣中 TFe 对脱磷率的影响 

图 7 分析渣中 TFe 对脱磷率的影响可以看出，提高渣中 TFe 含量有利于脱磷率的提高。 

 
图 7 炉渣 TFe对脱磷效率影响 

Fig.7 effect of TFe on dephosphorization efficiency 

通过分析炉渣碱度、硅含量、温度、渣中 TFe 与脱磷率的关系发现：影响脱磷效率的主要因素为半钢

的残硅含量和炉渣碱度；次要因素为吹炼终点平均温度和渣中 TFe。随着碱度的升高，脱磷率有升高的趋

势；铁水硅含量与脱磷率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达到目标脱磷效率，残硅含量为 0.01%；铁水温度与脱磷

率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提高渣中 TFe 含量有利于脱磷率的提高。 

4.2  影响炉渣碱度的因素 

1）温度对碱度的影响 

铁水温度与最终炉渣碱度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炉渣碱度高的炉次吹炼终点的平均温度较低。 

 
图 8 温度与碱度对应关系 

Fig.8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alkalinity 

2）硅含量对碱度的影响 

分析硅含量对碱度的关系发现，碱度高的炉次，铁水硅含量和终点硅含量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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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硅含量与碱度对应关系 

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icon content and alkalinity 

3）冷料加入量对碱度的影响 

分析冷料加入量对碱度的影响，可以看出碱度高的炉次烧结矿的平均使用量小。而萤石用量较为集中，

对碱度的影响不明显。 

 
图 10 冷却剂及萤石加入量与碱度对应关系 

Fig.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cooling materiel and fluorite 

分析碱度与温度、硅含量、冷料加入量的关系可以看出：铁水温度与最终炉渣碱度没有明显的对应关

系；减低铁水、终点硅含量有利于提高碱度。矿石及萤石用量对碱度的影响不明显。由以上分析可知，提

高石灰熔解速度为首要问题。 

4.3  低温快速造渣技术 

提高炉渣脱磷能力的重要前提是保证渣料充分熔化，提高渣料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其一为炉渣碱度，

经实践证明（如图 3 所示），炉渣碱度在达到 1.8 以上时，炉渣中呈现白色未熔化石灰颗粒，且炉渣黏度较

大，不利于脱磷反应进行，因此控制合理炉渣碱度在 1.3-1.5 之间，提高石灰利用率为关键步骤。其次，加

入适量萤石原矿改变渣系性质，同时前期配合使用较高枪位吹炼，保证炉渣 FeO 含量控制在较高水平，也

是提高炉渣脱磷能力的有效途径。 

5  结  语 

通过动力学条件的改善及低温脱磷造渣技术的应用，可在半钢温度 T≤1400℃，碳含量 w[C]≥3.0%的

情况下，稳定实现 70%以上的脱磷率。 

高马赫数氧枪，氮氧混合技术及合理的复吹技术可以有效的改善动力学条件，为实现低温条件下良好

的化渣效果提供保障。 

影响脱磷效率的主要因素为半钢的残硅含量和炉渣碱度；次要因素为吹炼终点平均温度和渣中 T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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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钢 120t 转炉智能炼钢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孙贵平 

（河钢集团宣钢公司一钢轧厂，河北 宣化 075100) 

摘  要：在无副枪、无炉气定碳等动态检测装置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以“钢水—炉渣—炉气”相关联的热力学模型系统，做

到转炉冶炼过程的动态自动控制，实现“一键式”自动炼钢技术水平。该系统根据入炉原材料条件和钢种要求自动确定最佳

冶炼方案。系统每3-5秒钟计算显示出炉内钢水成份、炉温和炉渣成份的变化，并对枪位、加料进行自动微调和修正，通过该

系统强制推行转炉“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操作，使得转炉冶炼过程平稳，喷溅减少，终点控制精准，各项主要工艺指

标均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升。 

关键词：转炉；自动炼钢；智能 

 

推广和实现“炼钢自动控制技术”是当前国内外钢铁企业发展技术进步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之一。也是我国钢铁行业执行以“互联网 +”为核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方向。 

120t转炉实现自动化炼钢，是宣钢的一个多年梦想，但由于厂房狭小，没有安装副枪空间，同时迫于

企业资金和成本压力，一直未能实现。近几年来，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迅猛发展，为智能化自动控制技

术发展提供了基础。因此，宣钢决定在没有副枪及炉气检测装置的前提下，在120t转炉上开发应用智能化

自动炼钢系统。 

1  自动炼钢技术概述 

转炉自动炼钢技术就是根据铁水的成分、温度、重量以及计划钢种终点温度和成分要求，由二级计算

机计算出炼钢过程需要的吹氧量、氧枪吹炼高度、底吹量以及辅料加入量，并由计算机自动控制氧枪高度

和调节氧气流量及辅料的自动加入，在吹炼后期，通过副枪或其它检测手段获得钢水温度、成分等信息，

再由二级计算机做出动态炼钢模型调整数据，以确保炼钢终点达到由二级计算机设定的命中区，从而实现

炼钢实时动态自动控制[1]。该技术是集自动控制、冶金机理、生产工艺、数学模型、人工智能、数字仿真、

计算机等多种技术于一体的高难度复杂技术。 

转炉自动炼钢技术问世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静态控制模式、动态控制模式和全自动控制模式。三

种模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静态模型是动态模型的基础，动态模型则是对静态模型精度的补偿，而

全自动控制模型是对前两者功能的补充[2]。人工智能专家控制系统属于全自动控制模式，它不但能保证动

态控制模式的高命中率，同时也能减少吨钢成本，对转炉场地和设备条件要求较低，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宣钢120t转炉智能炼钢系统属于新一代转炉炼钢人工智能专家控制系统，由于它不依赖副枪、质谱仪等检

测手段，因此具有低成本、高效和可靠的优点。 

2  智能化自动炼钢控制系统的原理 

智能化自动炼钢控制系统属于新一代自动控制系统，它与过去其它过程控制系统最大的不同在于：该

系统建立在新型的严格的热力学和动力学计算模型基础之上。工艺过程控制模型的核心是依据“钢水‑炉

渣‑炉气”的热力学模型系统，该系统是使用帕纳马连卡А.G.的电子共价理论为基础来记录熔渣的性质。

根据这一理论，熔渣并没有仅仅看作成一套计量化学分子式，而是按照原子和共价电子描述的物相系统。

把分子学说转为原子和电子学说，把复杂的分子反应系统和构造，作为以电子离子形式独立的存在的物相

方式，则能更准确完成炼钢过程中复杂反应的数学描述，创建了新型的热力学模型和热焓热力计算模型，

从而可以计算“钢水‑炉渣‑炉气”系统中的平衡状态。和其它转炉自动炼钢控制系统相比，该系统的特点

是： 其数学模型建立在“钢水、炉渣、炉气”三相之间的化学元素和化合物的热力学平衡上（见图1），

其不仅准确计算钢水、炉渣和炉气中氧化和还原反应过程的方向，而且能够根据化学元素和化合物在渣-

钢之间、渣-钢-气体之间的相变带来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能量转换和反应速度，对转炉熔池中的各元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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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平衡移动进行不断地量化计算和修正（每隔3-5秒钟），使得终点预测值更趋于准确。 

同时在动力学模型中把热力学观点和动力学观点进行正确的数学组合，对动力模型和动能轨迹曲线进

行了严格的正确描述和计算， 并随冶炼反应时间的推进，建立了炉渣、炉温、钢水成份等前端预报区域。

形成一套完整的控制模型的软件包。 

 

 

 

 

 

图 1  热动力学模型 

3  智能化自动炼钢控制系统的构建 

智能化自动炼钢控制系统是软件技术的综合体，由应用软件、标准化软件（windows、linux等）和设

备服务器组成（见图2），主要组成简要描述如下： 

图 2  智能化自动炼钢控制系统-示意图 

3.1  系统模块内容 

系统软件控制含有8个模块：回顾设备工作的统计分析模块、金属和渣子化学成分预报模块、各模型动

力适应模块、铁水碳自动修正模块、系统温度预报模块、对工艺过程进程的跟踪模块、出钢时对合金和脱

钢水 

炉渣 

炉气 

热力学模型 

 

计算结果   原始数据 

物料的数量和成份、温度和压力 

 

钢水和炉渣量、成份和温度 

 

工艺过程自动

化控制一级系

统 

      冶炼任务,原始数据 

工艺过程方案 
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二级）  

 

 数据库 

 

指令 

设备执行 

实时数据 

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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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加料的最佳计算模块、冶炼方案可视化模块。 

3.2  一二级系统联网及完善一级自动炼钢程序 

自动炼钢增加了氧枪与配料系统一级自动炼钢程序，便于与模型控制相匹配。并与二级系统联网，实

现转炉氧枪和加料数据的自动采集和控制。与天车服务器和生产数据服务器进行通讯，获得铁水及废钢天

车的称重、定位信号及化学分析室数据（入炉铁水成份，炉前钢水成份，炉后化学成份），实现二级系统

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二级系统能连接外网，用于远程技术支持及编程调试。 

4  智能化自动炼钢控制系统的三种操作模式和主要功能 

智能化自动炼钢控制系统有三种操作模式，在一级画面三种操作模式可随时进行无扰切换，见图 3 表

1。 

表1  三种操作模式和主要功能 

项目                                     功能描述 

“A”模式         

 全自动“一键式”

操作模式 

1、氧枪自动控制 

2、氧气流量自动控制 

3、自动配料加料 

4、按设定终点碳值可自动提枪 

“B”模式          

半自动“一键式”

操作模式 

1、氧枪自动控制 

2、氧气流量自动控制 

3、手动配料加料，手动加料时二级系统可提供各种辅原料的加料量指令。 

4、按设定终点碳值可自动提枪 

 

 

“C”模式          

手动操作模式 

1、氧枪手动控制 

2、氧气流量手动控制 

3、手动配料加料 

手动操作模式下按现有一级自动化控制方式进行，但二级系统仍进行计算，提供参

考枪位、流量及各种辅原料的各种指令及数据显示。 

在一级画面三种操作模式可随时进行无扰切换，每班测量液面修正值可在一级画面

进行输入，一级画面可显示实际吹炼值。 

 

 

图3  一级氧枪控制画面 

5  炼钢工艺操作的优化及调整 

在开展自动炼钢控制的同时，首先对炼钢基本工艺操作进行优化和整改，围绕现执行的工艺装入制度、

造渣制度、供氧及枪位操作、终点控制及相关计量设备的标定维护等，设立攻关课题，从而整顿优化炼钢

基本操作，强化技术管理，夯实基础管理，实现操作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工艺精细化，建立“一炉钢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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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标准控制模式”，规范入炉原燃材料等的信息管理，以及制定全部生产钢种冶炼规范数据库等，并以此

为二级自动炼钢数学模型编制，提供最佳化的工艺技术依据。 

5.1  转炉加料操作模式优化 

通过跟踪冶炼数据，最终确定了如下加料模式（见表2）。 

表2 120t转炉加料操作模式 

加料批次                     加入量                             功能要求 

一批：                   采用固定量模式                 做到早化渣，化好渣， 

·指令发布               返矿   3500kg/炉               创建高氧化性（FeO）≥35%， 

  溅渣结束后发布指令     轻烧   2000 kg/炉              碱度 R=1.8~2.2 和适当流动 

·加入时间               白灰   2500 kg/炉              性渣系，有利于[P]的去除。 

  开吹 2min 内            加入顺序：返矿→轻烧→白灰     

二批：                  白灰：根据[Si]Fe 计算后加入        贯彻快速成渣工艺要求， 

·指令发布              生白云石：＞1000kg/炉            适当氧化性 FeO）12~18%， 

  开吹后 2min           返矿：600~800kg/炉（可分批加入）  有利于脱碳升温及防止 

·加入时间 3.5~5.5min   加入顺序：白灰→生白云石→返矿    回 P。                                             

过程渣                  根据冶炼过程、炉况，可分批       开吹 6min 后，过程中尽量  

（人工控制）           （＞200kg/批）加入生白云石        不加料，或少加料，有利于 

                        或灰石等进行调温或压喷。         过程升温脱 S 及防止回 P。 

终点渣                  在吹炼[C]至 1.0~0.8%时可追       创造后期高碱度、高活性、 

·指令发布              加 600~800 kg/炉返矿或           流动性好的渣系，有利于吹 

[C]=1.0~0.8%          适量白灰。                       炼后期降[P][S]。 

发布加入返矿 

该加料模式创造了前期低温，适当碱度，高氧化的渣系，有利于去磷。同时控制了铁水温度高造成的

碳氧反应提前造成的前期喷溅。 

5.2  转炉氧枪枪位模式控制优化 

配合转炉加料模式的优化，采用合理枪位模式，通过炼钢工艺的总体优化，实现自动炼钢稳定运行。根据

采集的铁水[Si]含量，共设计了5种枪位模式，前期及过程枪位以时间控制为主要参考，后期枪位以预测 [C] 

含量控制为主要参考。铁水[Mn]含量 ≥0.70%时，前期及过程枪位比正常降50mm，过程中追加生白云石进

行压渣和降温。 

前期氧气流量按24000Nm3/h 压力按≥8.0MPa，中期氧气流量按24500Nm3/h 压力按≥8.5MPa，后期氧气流

量按25000Nm3/h 压力按≥9.0MPa。 

6  智能化自动炼钢控制系统的优点 

6.1  无副枪、无炉气定碳，运行成本低 

对现场条件要求低，所需设备简单，可以不增加副枪或炉气定碳设备，项目总投资少，并且运行成本

很低。 

6.2  高精准的数学计算模型 

该计算模型能够更精准的更全面的涵盖冶炼工艺过程的所有主要环节，从而在钢水成份，炉渣成份和

炉内温度变化等计算和预测总趋势，建立起各元素氧化速度的定性和定量化的反应轨迹曲线（见图4），从

而更精准的连续的计算、预测和控制一炉钢的全部冶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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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反应轨迹曲线 

6.3  高仿真性能的软件控制系统 

自动炼钢控制仿真软件在运行过程中采集海量运行操作数据、信息（几乎覆盖了工厂在实际运行中出

现的各种变化、影响因素和条件），然后利用计算机系统，建立和应用大数据，对海量炉次工艺参数进行

梳理、归类、分析，模拟回归本炉次冶炼控制过程及调整因素，从而再次修正程序模型，使其更具有工厂

实际生产条件的高仿真性能，更符合其工厂的实际变化及影响控制，在冶炼过程中持续地寻找最合理的冶

炼制度，去除冶炼中不合理的错误行为，减少不稳定所带来的影响，保持冶炼过程的稳定运行，从而降低

原料及能源的消耗。 

6.4  高智能化的自动控制过程 

虽然控制模型仍然属于静态计算模型范畴内，但它更具有智能化。这套系统能根据实际铁水成份，自

动选择冶炼枪位模式，根据入炉铁水量波动，自动调整控制枪位吹炼高度。在终点成份预测值达到设计终

点值后，可以自动提枪或手动提枪。 

冶炼过程中每3-5秒钟计算一次钢水成份、炉渣成份、温度变化、氧气耗量和烟气变化，并在主控画面

上显示出各元素反应的轨迹曲线的偏离程度，并能及时自动调整操作。这样就把一个原先看不到、摸不着

的炉内反应过程，通过二级画面的数据群，演示出一个全面的、立体的、透明的形象体，帮助你更生动的

理解、监控和修正炉内反应变化过程。（见 图5） 

可以根据炉渣中(FeO)变化趋势，自动微调枪位，控制喷溅和溢渣。 

系统建立了“自学习模型”，根据本班冶炼过的炉次，建立学习样板炉次，随时与本炉次冶炼过程的

工艺参数增量变化进行对比，优化，调整修正冶炼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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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主控画面 

7  应用效果 

7.1  实现了“一键式”自动炼钢功能 

在没有副枪及炉气检测的条件下，能够自动采集铁水、废钢信息，自动选择冶炼枪位模式，实现氧气

流量和氧枪高度的自动调节和控制。能够根据原料信息和钢种要求，自动计算辅料的加入量和加入时间，

实现了炼钢辅料的自动加入功能。吹炼过程能实时预测显示钢水成分、炉渣成分和钢水温度变化，吹炼终

点能根据钢种技术要求自动提枪。运行效果已达到了“一键式”自动炼钢技术要求。 

7.2  提高了终点命中率 

在A、B“一键式”自动炼钢操作模式下，转炉终点碳温命中率能达到90%以上，比项目前提高了17%，

降低了钢水氧化性，提高了钢水质量。 

7.3  推进了规范化、标准化炼钢生产，提高转炉脱磷率，大幅减少了喷溅。 

通过智能化自动炼钢控制，实现了转炉冶炼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操作，吹炼过程更平稳，另外，高智能

化自动炼钢控制模型能够实时计算过程炉渣中的(FeO)变化趋势，自动微调枪位，对控制喷溅和溢渣起一定

作用。喷溅率由项目前1.4%降到0.5%以下。 

规范了造渣制度，提高了转炉过程脱磷率，一倒脱磷率平均达到70.5%，二倒脱磷率达到80.4%，较项

目前分别提高13%和8%，从而保证了终点命中率，减少了转炉后吹。   

7.4  节能降耗 

通过“一键式炼钢”和冶炼标准化操作模式，转炉冶炼过程更加平稳，辅料加入量更加科学合理，降

低了终点钢水氧化性，各项消耗指标都有明显改善和降低。 

以Q345B为例，钢铁料消耗平均为1056.5kg/t，较项目前降低3.6kg/t。白灰平均完成32.4kg/t，较项

目前降低4.2kg/t。 

冶炼时间平均缩短了60秒，氧气消耗平均为44 m3/t，较项目前降低2.8 m3/t。 

由于终点命中率提高，钢水氧化性降低，平均余锰达到0.25%，比项目前平均余锰增加0.05%。 

8  结  论 

宣钢120t转炉通过开发应用智能炼钢系统，在不需要转炉副枪和炉气定碳动态检测装置的前提下，仍

能实现转炉“一键式炼钢”，而且其投资费用仅为采用副枪模式的1/3左右，由于在冶炼过程中不使用副枪

探头，故无运行成本支出，同时无论转炉吨位大小、设备装置水平差异，均可采用这套系统，充分显示出

了这套系统的优越性，具有广泛的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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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在钢水氧活度控制中应用 
易华 

（河钢集团宣钢公司 第一钢轧厂，河北 宣化 075100) 

 

摘  要:为保证钢水的可浇性和铸坯质量，H08A要求钢水氧活度波动范围在20 ppm左右，控制难度非常之大。从冶

炼数据分析看，转炉终点钢水氧化性与强脱氧剂铝锰钛的单位脱氧量（ppm/kg）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通过建

立这两个相关变量间的定量关系，即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利用回归方程对铝锰钛的加入量进行预测，大幅提高了

H08A钢水进站氧活度达标率，减少了二次调氧量，保证了H08A钢水的可浇性。 

关键词：H08A；氧活度；回归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in molten steel oxygen activity control 

applications 

Yi Hua 
(River steel group company the first steel rolling plant of xuanhua iron factory, hebei xuanhua 075100) 

Abstract: In order to guarantee can be pouring of liquid steel and slab quality and steel H08A require oxygen activity 

range at around 20 PPM, control difficulty is very large. Data analysis, from smelting converter end molten steel and 

deoxidizer aluminum manganese titanium oxide units to take off the oxygen (PPM/kg), there is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related variables, namely the unary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by using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to make predictions for the amount of aluminum manganese 

titanium, greatly improved the H08A steel stops oxygen activity success rate, reduce the secondary oxygen, guarantees 

the H08A steel can be poured. 

Key words: H08A; oxygen; activity of regression analysis 

 

1. 前言 

转炉终点钢水氧活度一般在200-1000ppm，由于固态钢中氧的熔解度很低，钢水在凝固过程要释放出大

量的氧，如果钢水氧活度过高，轻则产生铸坯皮下气泡，重则导致钢水无法顺利浇注。另外，钢水过高的

氧活度会增加钢材氧化物夹杂，对钢材的疲劳强度、冲击韧性、切削加工性能和焊接性均有不利影响, 因

此，控制钢水合适的氧活度是炼钢工序的一个重要工艺任务。 

H08A焊条钢属低碳低硅钢，为保证钢水的可浇性和铸坯质量，钢水出站氧活度要求控制在30-50ppm

之间，因此钢水控氧是H08A生产的一个关键工艺。宣钢从2003年开始生产H08A，工艺路线有两种，第一

种是转炉-氩站-连铸，钢水氧活度控制难度大，成本相对较低；第二种是转炉-氩站-LF精炼-连铸，钢水氧

活度控制难度相对较低，但成本有所增加。这二种工艺路线均需在氩站进行二次调氧，以保证钢水出站氧

活度要求。 

为了保证H08A焊条钢有良好的焊接性能和拉拔性能 ,宣钢企标要求H08A熔炼成分为：C≤0.08%、

Si≤0.03%、Mn 0.40-0.60%、P和S ≤0.025%。由于钢水C、P和S含量低，转炉终点钢水含氧量较高,且波动较

大，脱氧工艺需要加入强脱氧剂铝锰钛。为了保证钢水的可浇性和铸坯质量，要求强脱氧剂精准加入，以

保证钢水进氩站氧活度控制在30-80ppm之间，尽量减少钢水在氩站调氧量，以保证钢水纯净度，预防钢水

絮流。如果采用第一种工艺路线，炉后强脱氧剂加入量不足，钢水进氩站氧活度过高，造成氩站二次脱氧

量大，会大幅增加钢水中高熔点Al2O3脱氧产物，导致钢水流动性变差，容易造成钢水絮流，不但影响生产，

也影响铸坯质量；如果炉后强脱氧剂加入量过多，钢水进氩站氧活度过低，氧脱得太死，钢水中高熔点Al2O3

脱氧产物也会大幅增加，钢水也容易絮流。如果采用第二种工艺路线，虽然絮流风险降低，但容易造成强

脱氧剂浪费。因此研究转炉终点与强脱氧剂加入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对提高钢水进氩站氧活度达标率，减

少钢水在氩站调氧量，保证钢水可浇性和铸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终点钢水氧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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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终点氧活度随着碳含量降低而增高，随着钢水温度和炉渣FeO含量的增高而增高。宣钢一钢轧厂

转炉没有副枪定氧，终点钢水氧活度的高低，是通过钢水氧活度与终点碳含量、温度和炉渣FeO含量的统

计关系来推算。炉渣FeO含量一般根据钢种和拉炉次数进行估算，如H08A二倒出钢，FeO含量按15%计算。

终点氧活度计算公式如下： 

终点氧活度：a[O]=3.27×T+24.35/[C]+10.92×FeO-5457 

其中：T为终点温度，[C]为终点碳含量，FeO为终渣FeO含量 

3 回归分析 

3.1 收集数据 

表1 H08A冶炼原始数据 

Table 1 Operation parameter of H08A 

炉号 终点碳% 终点温度℃ 铝锰钛用量 kg/t 进站氧 ppm 

160206434 0.04 1640 1.9 118 

160206435 0.03 1641 2.5 62 

160206436 0.05 1620 2.2 59 

160206437 0.02 1640 2.6 71 

160206438 0.03 1626 2.8 45 

160306540 0.02 1647 2.7 14 

160306542 0.04 1615 2.4 45 

160306543 0.04 1640 2.5 22 

160306544 0.03 1609 2.3 31 

160206550 0.05 1608 2.7 35 

160206551 0.04 1594 3.0 36 

160206552 0.04 1600 2.9 42 

160206553 0.05 1605 2.8 11 

160206554 0.04 1606 2.8 27 

160306608 0.05 1615 2.4 62.4 

160306609 0.04 1636 3.1 66 

160306610 0.05 1628 2.8 30 

160306611 0.05 1604 2.8 27 

160306612 0.05 1607 2.8 28 

160306613 0.05 1609 2.9 14 

160306614 0.06 1626 2.7 31 

160306615 0.05 1614 2.6 38 

160306616 0.04 1597 2.6 38.6 

160306617 0.05 1622 2.8 47 

160306618 0.04 1610 2.9 22 

160306619 0.04 1647 3.0 15.5 

160306620 0.05 1584 2.6 24 

160306621 0.04 1629 2.8 75 

160306622 0.04 1618 2.7 39 

160306623 0.03 1631 2.7 37 

回归分析是处理变量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技术。为了研究 H08A 钢转炉终点氧活度与强脱氧剂铝锰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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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脱氧量（ppm/kg）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要求收集数据，现在从生产中收集到表1所示的

H08A冶炼原始数据。从收集的数据看：H08A生产采用第二种工艺路线，由于钢水需要LF精炼处理，钢水

絮流风险降低，进站氧活度整体控制偏低，进站氧活度达标率(40±15ppm)只有53.3%,有23.3%的炉次脱氧过

度，存在强脱氧剂浪费。如采用第一种工艺路线，有26.7%炉次存在絮流风险。 

3.2 数据处理 

根据钢水氧活度与终点碳含量、温度和炉渣FeO含量的统计关系计算转炉终点钢水氧活度，终点钢水

氧活度减去进站氧为炉后脱氧量，脱氧量除以铝锰钛用量就是铝锰钛的单位脱氧量ppm/kg(硅锰合金脱氧量

忽略不计),其中转炉终点钢水氧活度用x表示，铝锰钛的单位脱氧量用y表示。见表2： 

表2 终点氧活度与铝锰钛单位脱氧量对应表 

Table 2 Final oxygen activity and deoxidation amount for Mn and Al  

炉号 x 转炉终点氧活度(ppm) y 铝锰钛单位脱氧量(ppm/kg) 

160206434 678  292  

160206435 885  330  

160206436 491  199  

160206437 1287  468  

160206438 835  285  

160306540 1310  483  

160306542 597  230  

160306543 678  264  

160306544 780  327  

160206550 452  155  

160206551 528  164  

160206552 548  177  

160206553 442  152  

160206554 567  190  

160306608 475  172  

160306609 665  195  

160306610 517  173  

160306611 439  148  

160306612 449  149  

160306613 455  150  

160306614 430  148  

160306615 472  164  

160306616 537  189  

160306617 498  161  

160306618 580  194  

160306619 701  225  

160306620 373  134  

160306621 642  201  

160306622 606  207  

160306623 852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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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绘制散布图 

根据表2数据绘制散布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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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铝锰钛单位脱氧量散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deoxidation amount of Al and Mn 

从散布图可以看出，两个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当转炉终点氧活度x增加时，强脱氧剂铝锰钛的单

位脱氧量y也呈上升趋势。 

3.4 求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就是表示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的密切程度，记为r，转炉终点氧活度x与强脱氧剂铝锰

钛的单位脱氧量y之间的相关系数r计算如下： 


yyxx

xy

LL

L
r

 






22 )()( yyxx

yyxx

ii

ii ））（（

 

4.2297684.1488780

57.570381




 

＝0.975 

 样本数据n为30，在显著水平a=0.05时的相关系数的临界值为0.361，由于计算求得的r＝0.975＞0.361，

因此说明两个变量间具有（正）线性相关关系。 

3.5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两个相关变量间的定量关系的表达式即是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从散布图看，n个点在一条直线附近波动，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便是对这条直线的一种估计。假定转炉终点氧活度X为自变量，强脱氧剂铝锰钛的单位

脱氧量y为随机变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表达式为： y=a＋bx 

其中， xxxy LLb /
 

        4.1488780/57.570381  

        ＝0.383 

        xbya   

          65.6253831.00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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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5 

求得的回归方程为：y=a＋bx =－18.675＋0.383X 

转炉终点氧活度：X=a[O]=3.27×T+24.35/[C]+10.92×FeO-5457 

强脱氧剂铝锰钛的单位脱氧量：y=－18.675＋0.383X 

                                 =1.252×T + 9.326/[C]+4.182×FeO-2108.706   

4  生产验证 

例如：一炉H08A钢的转炉总装入量w为105吨，二倒出钢，转炉终点温度为1620℃，终点碳含量为0.05%，

钢水脱氧后的目标氧活度定为40ppm,求此炉钢强脱氧剂铝锰钛的加入量。 

H08A钢水收得率按92%计算，二倒出钢，炉渣FeO含量按15%计算， 

则：强脱氧剂铝锰钛的单位加入量z 

=（转炉终点氧活度-目标氧活度）/强脱氧剂铝锰钛的单位脱氧量 

=（x-40）/y 

=(3.27×T+24.35/〔C〕+10.92×FeO-5457-40)/（1.252×T + 9.326/[C]+4.182×FeO-2108.706） 

=(3.27×1620+24.35/0.05+10.92×15-5457-40)/（1.252×1620+9.326/0.05+4.182×15-2108.706） 

=2.67 kg/t 

强脱氧剂铝锰钛的加入量=w×0.92×z=105×0.92×2.67=258 kg 

此炉钢根据回归方程预测加入强脱氧剂铝锰钛260kg，脱氧后测量实际氧活度为36ppm,比目标值低

4ppm。 

H08A钢水脱氧采用回归方程预测铝锰钛加入量，只需在电脑上输入转炉总装入量、终点碳含量、温度、

炉渣FeO含量和钢水脱氧目标值，电脑就能快速计算出此炉钢的铝锰钛加入量。从生产统计数据看，采用

回归方程预测方法，H08A钢水进站氧活度（40±15ppm）达标率由50%提高到88.6%，大幅减少了钢水在氩

站补脱氧剂量，提高了钢水纯净度，节约了强脱氧剂铝锰钛使用量，对预防钢水絮流有明显效果。 

5 结论 

（1）H08A终点钢水氧化性与强脱氧剂单位脱氧量具有（正）线性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达到0.975； 

（2）H08A当转炉终点氧活度x增加时，强脱氧剂铝锰钛的单位脱氧量y也呈上升趋势； 

（3）转炉终点钢水氧化性对H08A钢水铝锰钛用量影响较小，一般单耗稳定在2.7kg/t左右，出钢过程

下渣对脱氧影响较大，需要根据下渣量补加适量铝锰钛； 

（4）H08A钢水脱氧采用回归方程预测铝锰钛加入量，进站氧活度（40±15ppm）达标率由50%提高到

88.6%，不但能降低强脱氧剂消耗，而且对预防钢水絮流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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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出钢口吹氩控制钢包下渣新工艺研究 

郑淑国，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连铸钢包浇注过程的下渣控制一直是困扰经济洁净钢生产的难题之一，本文提出了浇注钢包环出钢口吹

氩控制下渣新工艺，通过实验室的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研究考察了该新工艺的控制下渣行为机理及可行性。结果表

明：钢包浇注过程中汇流漩涡先于排流沉坑形成，钢包内钢液的周向旋转速度是形成汇流漩涡的主要原因，环出钢

口吹入氩气后可以消除因汇流漩涡所引起的下渣；该新工艺虽不能消除排流沉坑下渣但可降低其下渣临界高度。通

过实验室研究验证了该控制下渣新工艺的可行性，为其大生产工业应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浇注钢包；环出钢口吹氩；控制下渣新工艺；水模；数值仿真 

Study on the New Process with Argon Injected into Ladle Around 

the Tapping Hole for Controlling Slag Carry-over in a Teeming 

Ladle 

ZHENG Shu-guo,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P.R.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ENG 

Shu-guo, E-mail: zhengsg@smm.neu.edu.cn) 

Abstract: The slag carry-over control during continuous casting ladle teeming proces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problems during the economical production of clean steel. A new process with argon injected 

into ladle around the tapping hole for controlling slag carry-over during the ladle teeming process was 

presented. By physical modelling an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the mechanism of controlling slag 

carry-over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new proces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vortex forms 

firstly and then converts to drain sink. And the rotating angular velocity of the melt in ladle, close to the 

tapping hol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ormation of a vortex. With argon injected into ladle around the 

tapping hole, an argon ring was formed and the rotating angular velocity of the melt close to the tapping 

hole can be reduced dramatically, and even vanished, when the melt is passing the argon ring. Therefore, 

the new controlling slag carry-over process can eliminate the slag carry-over caused by vortex. The 

velocity of the melt towards the tapping hole was reduced due to the bubble buoyancy while the melt is 

passing the argon ring. Though the new process can not eliminate the slag carry-over caused by drain sink, 

it can decrease the critical height of slag carry-over caused by drain sink. By experimental study, the 

application feasibility of the new controlling slag carry-over process is verified, which lay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t.   

Key words: teeming ladle; argon injected into ladle around the tapping hole; new controlling slag 

carry-over process, water model; mathematical simulation  

 

钢的连铸生产中，钢包内炉渣流入中间包会影响钢水洁净度，并容易造成钢材表面质量问题。此外，

钢包下渣还易造成水口堵塞，影响结晶器内流场及中间包连浇炉数。减少钢包下渣可有效提高钢水和铸

坯的洁净度[1,2]。因此，为提高铸坯质量，增加连浇炉数，必须控制钢包渣在钢包浇注后期流入中间包。 

冶金反应器排流过程中下渣有汇流旋涡下渣和排流沉坑下渣两种机制[3,4]。汇流旋涡是容器在排流过

程中，当液面下降到一定高度（一般称为临界高度）时发生的，汇流旋涡一旦形成就会引起下渣；排流

沉坑是在反应器排流至末期时流体的体积流量小于排流水口的流通流量时产生的，熔池表面的渣层会随

排流沉坑进入排流水口而产生下渣。对于炼钢连铸而言，汇流旋涡造成的下渣危害最大，是钢包下渣最

主要原因[5]。连铸过程更换钢包时，钢包内的液位往往会下降到汇流旋涡下渣的临界高度以下，如不采取

有效措施，下渣就不可避免。为有效控制连铸过程的钢包下渣，国内外一般通过下渣检测技术（电磁检

测法[6]、振动检测法[7]等）一旦检测到下渣就关闭钢包滑动水口，这样既避免下渣又能最大限度提高钢水

收得率；但钢包下渣检测技术侧重检测而不是控制下渣，目前对钢包浇注过程的下渣行为缺乏经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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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手段。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浇注钢包环出钢口吹氩控制下渣新工艺，并利用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

研究了该新工艺的控制下渣行为机理及可行性。 

1  物理模拟 

本实验以某钢厂的 LF 钢包为原型，选择几何相似比为 1:5。对于动力相似，就钢包吹氩过程来说，

只要保证模型及原型的整体弗鲁德准数相等，就能基本保证它们的动力相似[8]；对于渣金界面行为模拟，

将煤油和真空泵油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使混合油的黏度与水黏度的比值同实际渣钢黏度的比值接近[9]。

图 1 为实验装置示意图。实验主体装置由钢包模型、供气系统、供水系统和高速摄像系统等构成。实验

过程中，通过观察和拍摄钢包排流过程的流动、气泡及渣金界面现象，来研究新工艺采用前后的下渣及

控制下渣行为。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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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气压缩机， 2—压力表，        3 —储气罐，     4 —安全阀，

5—稳压器，         6—气体流量计，7 —环出钢口吹气元件,

8—刚包模型，     9—液体流量计，10—摄像机，    11—计算机

11

供气系统

供水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

 
1-空气压缩机, 2-压力表, 3-储气罐, 4-安全阀, 5-稳压器, 6-气体流量计, 7-环出钢口吹气元件, 8-钢包模型, 

9-液体流量计, 10-摄像机, 11-计算机 

图 1 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2  数学模拟 

本研究采用商业软件 Fluent 进行数学模拟，采用 VOF 模型+DPM 模型描述钢包浇注过程渣/金界面及

气液两相流行为。基本假设如下：① 钢包内钢液、渣层、空气三相流均为稳定粘性不可压缩牛顿流体；

② 流动被视为等温流动；③ 假设钢包的顶渣为熔融的液相流体；④ 氩气颗粒被视为球形，忽略颗粒间

相互作用。其多相连续性方程为[10]： 

                               )( u
t

qq

qq 








=0                               (1) 

                            1 airsteelslag

q

q                              (2) 

式中， q 为相体积分数， q 为单相密度，u

为速度，t 为时间，下标 slag、steel、air 分别为渣、钢液、

空气。 

3  结果与讨论 

3.1  钢包浇注过程的下渣行为  

图 2 为钢包浇注过程汇流漩涡和排流沉坑形成过程，由图可以看出，钢包浇注过程中汇流漩涡（图

2a~e 为汇流漩涡形成过程）先于排流沉坑（图 2h~j 为排流沉坑形成过程）形成，且存在从汇流漩涡向排

流沉坑的过渡过程（图 2f~g 为从汇流漩涡向排流沉坑的过渡过程）。汇流漩涡的具体形成过程为：① 随

出钢浇注过程的进行，当钢包内液面降至某一高度时，出钢口上方渣金界面开始出现下凸（图 2a），② 漩

涡向下发展并有一个左右摇摆的尾巴(图 2b)，③ 漩涡快速发展并向下贯通至水口（图 2b、c），④ 漩涡

贯通水口且形成非摇摆、稳定的尾巴往水口内开始持续下渣（图 2d），⑤ 随着浇注进行，液面高度不断

降低，伴随着稳定汇流漩涡下渣的持续进行（图 2d、e）。汇流漩涡向排流沉坑的过渡及排流沉坑形成过

程为：① 当液面高度降至某一高度，稳定的汇流漩涡开始向排流沉坑过渡（图 2f），② 随液面降低，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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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流漩涡逐渐过渡为排流沉孔（图 2f、g），③ 随汇流漩涡向排流沉孔进一步过渡，最后形成完全的排流沉

孔（图 2h），④ 排流沉孔贯通水口且变得越来越强（图 2i、j）。 

由图 2 还可以看出，钢包浇注过程形成汇流漩涡的初始下凸高度为 27.5 mm（图 2a），汇流漩涡和排

流沉坑下渣的初始临界高度分别为 26 mm（图 2d）和 23.5 mm（图 2h）。 

 

 

图 2 钢包浇注过程汇流漩涡及排流沉坑下渣行为（a-e 汇流漩涡; f-g 汇流漩涡向排流沉坑过渡; h-j 排流沉坑） 

Fig.2 Behavior of slag carry-over caused by vortex and drain sink 
 

图 3、图 4 分别为钢包浇注过程汇流漩涡和排流沉坑行为的数值仿真。图 3a 为汇流漩涡导致出钢口

上方渣金界面开始出现下凸，由图 3b 可以看出，此时数值仿真得到的汇流漩涡初始下凸高度为 139.8 mm，

相当于水模的 28.0 mm（=15），这与前边水模结果 27.5 mm 非常接近；图 4a 为数值模拟排流沉坑开始

下渣，其排流沉坑下渣的初始临界高度为 114.2 mm（相当于水模的 22.8 mm），这与前边的水模结果（23.5 

mm）亦有很好的吻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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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钢包浇注过程汇流漩涡行为的数值仿真 

Fig.3 Mathematical simulations of vortex. (a) a dimple formed at the beginning, (b) the bath height for the dimple 

 

  
 

 
 

图 4 钢包浇注过程排流沉坑的数值仿真 

Fig.4 Mathematical simulations of drain sink. (a) a drain sink formed, (b) the critical bath height for the drain sink 

 

3.2  环出钢口吹氩新工艺抑制下渣行为  

图 5 为钢包浇注过程吹氩控制汇流漩涡及排流沉坑下渣行为过程。由图可以看出，钢包浇注过程，

环出钢口吹氩可以消除汇流漩涡下渣并抑制排流沉坑下渣。由前述可知，吹氩前，发生汇流漩涡和排流

沉坑下渣的初始临界高度分别为 26 mm、23.5 mm；而吹入适当流量的氩气后，汇流漩涡下渣现象被消除，

排流沉孔下渣的初始临界高度仅为 20.5 mm。环钢包出钢口吹入氩气后，钢包浇注过程中汇流旋涡及排流

沉坑的流动行为与未吹入氩气前有很大不同。周向旋转速度是形成汇流旋涡的最主要原因，环钢包出钢

口吹入适当流量的氩气后，会使流体在经过出钢口周围的氩气环后旋转速度大幅降低甚至消失，可从根

本上消除汇流旋涡所引起的下渣；排流沉坑是在钢包浇注至末期时流体的体积流量小于出钢口的流通流

量时产生的，无氩气吹入时，钢包表面的渣层会随排流沉坑进入出钢口而产生下渣，而环出钢口吹入适

当流量的氩气后，流向出钢口的流体经过氩气环时因受气泡浮力作用而使其速度减小，降低了排流沉坑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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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临界高度，进而明显抑制了排流沉坑所引起的下渣。 

 

 
图 5 钢包浇注过程吹氩控制汇流漩涡及排流沉坑下渣行为过程（a-b 无汇流漩涡; c-d 排流沉坑） 

Fig.5 Behavior of controlling slag carry-over of the new process with argon injected into ladle around the tapping hole 
 

图 6 为钢包浇注过程吹氩控制排流沉坑下渣行为的数值仿真。图 6a 为环钢包出钢口吹入氩气后排流

沉坑开始下渣的数值模拟图，由图 6b 可知，当液面高度降至 B 点后，出钢口上方渣金界面开始快速、持

续下降，可见 B 点高度为新工艺下的排流沉孔下渣临界高度，此时的钢包液位为 101.7 mm（相当于水模

的 20.3 mm）；由前述可知，吹入适量氩气后水模得到的排流沉孔下渣初始临界高度为 20.5 mm，可见水

模、数模结果有很好的一致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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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钢包浇注过程吹氩控制排流沉坑下渣行为的数值仿真 

Fig.6 Mathematical simulations of controlling slag carry-over of the new process with argon injected into ladle around the 

tapping hole. (a) a drain sink formed, (b) height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 slag-metal interface 

4  结 论 

1) 钢包浇注过程中汇流漩涡先于排流沉坑形成，且存在从汇流漩涡向排流沉坑的过渡过程；采用环

出钢口吹氩新工艺可以显著降低钢包浇注过程的下渣临界高度。 

2) 环出钢口吹入氩气后，会使流体在经过氩气环后其周向旋转速度大幅降低甚至消失，故可以此消

除因汇流漩涡所引起的下渣；流向出钢口的流体经过氩气环时因受气泡浮力作用而使其速度减小，因此

该新工艺虽不能消除排流沉坑下渣但可降低其下渣临界高度。 

3) 水模和数模结果有很好的一致性，且共同验证了环出钢口吹氩控制下渣新工艺的可行性，为该新

工艺的大生产工业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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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包底喷粉过程粉剂传输及脱硫效率研究 
娄文涛，朱苗勇，王晓雨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建立 CFD-PBM-SRM 耦合模型描述 80 吨钢包底喷粉过程中多相流传输行为及精炼反应动力学。提出了底喷粉过

程中顶渣-钢液、空气-钢液、粉剂-钢液、气泡-钢液多界面-多组分同时反应模型，并考虑了气液两相流、粉剂传输及脱硫产

物饱和对精炼反应动力学的影响，考察了喷粉参数对粉剂传输和脱硫效率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在底喷粉过程中，粉剂

颗粒尺寸逐渐增大到一个稳定尺寸，在低喷粉量时，钢液脱硫主要依赖于粉剂–钢液和顶渣–钢液反应共同作用，其中顶渣–

钢液反应为主导机制。当喷粉量超过 0.75kg/t 时，粉剂–钢液反应成为主导机制，当喷粉量大于 2.25kg/t 时，气泡–钢液反应

脱硫作用增强。随着喷气量的增加，钢液脱硫效率降低；随着喷粉量的增大，钢液脱硫效率增大。 

关键词：底喷粉；脱硫；多相流；数值模拟；钢包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Multiphase Flow Transport Behavior and 

Desulfurization Kinetics in Ladle with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LOU Wen-tao,  ZHU Miao-yong,  WANG Xiao-yu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A computation fluid dynamics–population balance model–simultaneous reaction model (CFD–PBM–SRM) coupled 

model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multiphase flow behavior and reaction kinetic in 80 ton ladle with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The 

multiple interface reactions models including top slag-liquid steel reaction, air-liquid steel reaction, powder-liquid steel reaction and 

bubble-liquid steel reaction were proposed in present work, and the effects of powder transport and desulfurization products 

saturation on the desulfurization behavior were considered as well.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wder injection parameters on the 

desulfurization and powder removal efficiency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transport and reaction mechanisms 

were discussed and clarified.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At the low powder injection rate less than 0.75kg/t, the 

desulfurization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joint effort of both powder-liquid steel reaction and top slag-liquid steel reaction which is 

the prevailing mechanism.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owder injection rate, the powder-liquid steel interface reactio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and then predominates the desulfurization behavior, and when the powder injection rate exceeds 2.25kg/t, the role of 

bubble-liquid steel interface reaction becomes important and exceeds the top slag-liquid steel interface reactions. With the increase 

of gas flow rate, the desulfurization ratio gradually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powder injection rate, the desulfurization ratio 

increase.  
Key word: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desulfurization; multiphase flow; numerical simulation; ladle 

 

1  引言 

钢包底喷粉（L-BPI） 属于一种全新的炉外精炼工艺[1]，如图 1 所示，通过安装在钢包底部透气砖位

置的元件喷吹精炼粉剂或合金粉。不同与传统的喷射冶金工艺如 IR-UT、TN、SL、RH-IJ 等，其成功开发，

将对钢的炉外处理和生产流程的变革，形成具有特色的高效、低成本的洁净钢生产工艺流程具有重要意义：

L-BPI 工艺技术将明显提升二次精炼效率与效果，这样不仅可以考虑不需要进行铁水脱硫预处理工艺，而

且也可以考虑不进行 LF 深脱硫处理，从而缩短整个生产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对钢铁工

业的节能减排也意义深远。 

L-BPI 系统工艺的应用可性行，以及优越的脱硫效率和夹杂颗粒去除效果是该工艺应用成功开发和推

广的基本保障。在已研制出防钢水渗漏、防粉剂堵塞、耐磨性的底喷粉元件基础上[2-4]，如何利用底喷粉

系统实现高效脱硫并有效去除脱硫产物夹杂就成为高品质洁净钢生产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需要对钢包底

喷粉过程中气-液-粉多相流传输行为和精炼反应动力学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工作。 

 
图 1 新一代钢包喷粉冶金工艺（L-BPI）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new technology of ladle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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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钢包底喷粉过程中气-液-粉多相流传输和精炼反应行为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phase flow transport behavior and the refining reaction kinetics in ladle with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图 2 为钢包底喷粉过程气-液-粉多传输及反应行为的示意图。在钢液中，气粉流的动力学传输及反应

行为十分复杂，主要包含气泡扩散上浮、气泡搅拌引起的钢液湍流流场、粉剂间的碰撞聚合、粉剂与气泡

间碰撞吸附、粉剂进入渣层去除，以及顶渣-钢液和粉剂-钢液界面多元组分共同反应等多个单元现象，其

中这些单元现象之间又相互影响。国内外学者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钢包顶枪喷射冶金工艺技术进行了

大量的理论和实验研究[5-11]。但对于钢包底喷粉过程中的多相流传输行为和精炼反应动力学研究仍属于空

白阶段。因此深入研究并揭示钢包底喷粉过程各个单元现象以及各喷吹操作参数对这些单元现象之间的影

响规律，对于提高钢液脱硫和夹杂颗粒去除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建立了 CFD-PBM-SRM 耦合模型描述 80 吨钢包底喷粉过程中多相流传输行为及精炼反应动力

学。采用商用软件与自编计算程序结合的方法，分别对钢包底喷粉过程的气泡行为、钢液湍流流场、粉粒

传输、组分元素的变化及分布进行数值仿真。考察钢包底喷粉过程中气-液-粉多相流传输行为和精炼脱硫

效率，揭示喷粉参数对粉剂传输和脱硫效率的影响规律，为钢包底喷粉新工艺的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基础。 

2  CFD-PBM-SRM 耦合数学模型的建立 

Mass conservation 

equations

Slag-metal 

interface

Momentum conservation 

equations

        turbulence model 

SRM

k 

Results

Flow regime

Species transport model 

Flow regime

slag eye

slag drop-metal 

interface

Bubble-metal 

interface

Particle-particle 

collison

Particle-bubble 

collison

Particle removal 

into slag

CFDPBM

slag-metal 

interface

 

图 3 CFD-PBM-SRM耦合模型的求解方案示意图 

Fig. 3 Overall solution schematic of the CFD-PBM-SRM coupled model 

 

图 3 为 CFD-PBM-SRM 耦合模型的求解方案示意图，整个模型求解包括 CFD 模型、颗粒群体平衡模

型（PBM）和同时反应模型（SRM）等三个主要模块。其中，钢包内局部流场、气含率及液体湍流耗散

率等参数通过 CFD 模型求解，同时通过求解质量组分传输方程来获取钢包中局部组分质量浓度分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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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把这些相关参数分别传入 PBM 和 SRM 模块。通过 PBM 模块求解钢包中粉剂尺寸分布和碰撞、去除速

率，同时把相关结果参数传入 SRM 模块，通过 SRM 模块求解顶渣-钢液界面、空气-钢液界面、粉剂-钢

液界面及气泡-钢液界面反应速率。最后把这两个模块 PBM 和 SRM 模块求解结果参数重新传入 CFD 模块

中，更新质量守恒方程、动量守恒方程及组分质量传输方程源项，并计算下一个时间步长的各个参数值，

进入下一个循环。本文模型的 CFD
[12]

、PBM
[13,14]

及 SRM
[15,16]

各个模块和参数在作者前文
[12-16]

中已有详细

介绍，此处不在展开论述。 

 
表 1 80吨钢包尺寸及相关模型参数 

Table 1 Dimensions of 80 ton ladle and other parameters employed in model 

参数 数值 

钢包直径(顶部) 2633mm 

钢包直径(底部) 2388mm 

熔池深度 2340mm 

吹气流量 25-400NL/min 

渣厚 95mm 

钢液密度 7100kg/m3 

顶渣密度 3000kg/m3 

钢液组分扩散系数 7.0×10-5cm2/s 

气相组分扩散系数 1.58cm2/s 

 

表 2 80 吨钢包精炼初始时钢液和渣中各个组分元素含量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lag and liquid steel at the initial time during 80 ton ladle refining process 

Composition in steel (%)  Composition in slag (%) Temperature 

(K) [Al] [Si] [Mn] [C] [S]  (Al2O3) (SiO2) (CaO) (MnO) (S) (FeO) (MgO) 

0.060 0.230 0.620 0.350 0.025  20.82 7.52 53.52 0.15 0.13 1.25 10.31 1842 

钢包尺寸参数和模型应用参数同表 1。由于该反应器中流动是对称的，本文选取了 1/2 几何体建模。

其中，钢包底部和侧部壁面被设置为无滑移壁面，并采用标准壁面函数来描述流体近壁面处的湍流特征。

喷粉元件处采用速度入口边界条件，分别设定粉剂和气体入口速率和所占的体积分数，模型的顶面被设置

为自由液面，即气体以它到达顶面的速度离开钢包，液体和粉剂则不允许离开体系。本文以国内某钢厂

80 吨 LF 钢包炉脱硫的实际冶炼典型工况作为初始条件，对钢包底喷粉过程中的多相流行为和脱硫效率进

行模拟预测。其中，钢液和顶部渣层中各个元素成分见表 2。对于底喷粉所用的粉剂，本文选取了工业用

CaO 基混合还原渣料作为脱硫剂，并加工渣料为 600 目的粉末颗粒喷入钢液。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钢包底喷粉过程气-液-粉多相流传输行为 

 

            (a)                                          (b) 

图 4 钢包底喷粉过程中的（a）气含率 g 和（b）粉剂含率 p 的典型分布云图预测结果 

Fig. 4 Predicted contour map of (a) gas volume fraction and (b) powder volume fraction during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process in ladle 

 

图 4 为模拟预测的 80 吨钢包底喷粉 5min 后，钢包内气含率和粉剂体积含率的典型分布云图，其中底

g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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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氩气流量为 200NL/min，喷粉量为 6kg/min。由图可见，随着两股气泡群的上浮，在液体湍流作用下，

钢包中的鼓泡流逐渐发生扩散。在液面附近，气含率相对较低，这是由于气泡在液面发生破裂并逸出体系。

与气含率分布不同的是，粉剂无法随气泡逸出钢包，在钢包液面附近，粉剂相的体积分数较大，且会随着

钢液在钢包做循环流动，并逐渐弥散分布于钢包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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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喷气量对距钢包底部 1500mm处，沿径向方向上的（a）钢液速度和（b）湍动能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gas flow rate on the (a) liquid steel velocity and (b) liquid steel kinetic energy along the radial direction at 

heights of 1500mm in la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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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喷粉量对距钢包底部 1500mm处，沿径向方向上的（a）钢液速度和（b）湍动能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powder injection rate on the (a) liquid steel velocity and (b) liquid steel kinetic energy along the radial 

direction at heights of 1500mm in ladle 

图 5 和图 6 分别是模拟预测的 80 吨钢包底喷粉过程中，不同喷气量和喷粉量对钢液速度和钢液湍动

能分布的影响。其中，底吹喷气量由 200NL/min 增加到 800NL/min，而喷粉量则由 0kg/min 逐渐增加到

12kg/min。由图 5 可见，在喷粉量一定情况下，随着喷气量的提高，鼓泡流区域内钢液速度和湍动能逐渐

增加，但增幅会随着喷气量的增大而逐渐降低，并且相对于鼓泡流区域，钢包其他区域内的液体速度随喷

气量变化较小。由图 6 可见，在喷气量一定情况下，随着喷粉量的增大，由于粉剂冲击动量及上浮浮力作

用，在钢包鼓泡流区域的钢液流速和湍动能也会缓慢增大，但其增幅明显小于喷气量的影响，而在钢包其

他区域，液体速度和湍动能基本不变。 
 

3.2 粉剂颗粒碰撞聚合及尺寸分布 

图 7 是模拟预测的钢包底喷粉过程中，不同喷气量和喷粉量对钢液内粉剂颗粒平均尺寸变化的影响。

由图可见，在吹炼初始时，颗粒尺寸迅速增大，但由于粉剂尺寸越大，就越容易被气泡粘附或进入渣层而

去除。因此当粉剂尺寸增加到一定值时，粉剂颗粒尺寸增幅会逐渐减弱。在吹炼中后期，当两个作用逐渐

达到平衡时，颗粒尺寸会基本保持不变。另外由图 7(b)可以看出，在一定吹气量条件下，随着喷粉量的增

加，由于钢液中粉剂浓度的增加，粉剂间相互碰撞聚合速率增大，因此熔池内粉剂颗粒尺寸的增长速率逐

渐变大，最终所形成的稳定尺寸也逐渐增大，而且钢液中颗粒尺寸达到稳定分布的时间也随着喷粉量逐渐

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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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模拟预测的（a）喷气量和（b）喷粉量对钢液中粉剂平均尺寸的影响 

Fig. 7 Predicted the effect of (a) gas flow rate and (b) powder injection rate on the powder average diameter in ladle 

3.3 钢包底喷粉过程中颗粒与气泡的相互作用 

当喷吹脱硫粉剂进入钢液后，一部分粉剂会在钢液带动下在钢包内部循环流动，而另一部分粉剂会由

于与气泡的相互碰撞而粘附于气泡表面，成为气泡的一部分随其一起快速上浮。在钢包底喷粉过程中，深

入研究脱硫粉剂粘附于气泡表面的速率，及其对脱硫行为和效率的影响规律，对揭示钢包内精炼动力学行

为、提高反应效率及优化吹炼制度均有着重要意义。 

 

      
(a)                                     (b) 

图 8 不同时间下的粉剂-气泡碰撞粘附速率的分布云图预测结果：（a）t=60s，（b）t=300s 

Fig. 8 Predicted the contour map of powder-bubble adhesion rate in ladle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the start of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a) t=60s, (b) t=300s 

图 8 为模型预测的 80 吨钢包底喷粉开始后，在不同时间下的粉剂-气泡碰撞粘附速率 b pS  （式(5.22)）

分布云图，其中底部喷气量为 200NL/min，喷粉量为 6kg/min。由图可见，在钢包鼓泡流底部，粉剂颗粒

与气泡的碰撞粘附速率最大，且随着气泡的上浮及鼓泡流的扩散，粉剂的粘附速率降低。在钢液面渣圈区

域，熔池中粉剂的粘附速率 b pS  为负值，它表示粘附于气泡的粉滴会随着气泡在渣圈区域破裂而返回钢液。

另外由图也可以看出，随着喷粉时间的增加，钢包中粉剂的粘附速率会逐渐增大。这是因为钢液中的粉剂

分布浓度越来越大，粉剂与气泡的粘附作用概率也逐渐增强。 

图 9 为钢包底喷粉开始 10min 后，不同喷粉量对钢包内气泡质量 g g 
分布影响的模拟预测结果。由

图可见，与单纯吹氩下的情况相比（图 9(a)），在底喷粉过程中，由于粉剂颗粒粘附于气泡表面，会使气

泡本身的质量增加 4-10 倍，且随着喷粉量的增大，粉剂粘附速率增大，熔池内的气泡质量增重也越大。

同时由于气泡本身重量的增加，会增大气泡的惯性力，进而也会影响着气泡的运动行为，并使气泡分布范

围略有增大。 
 

b pS  (kg/(m
3 
s)) 

 

b pS  (kg/(m
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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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9 钢包底喷粉 10min 后，钢包内气泡质量分布云图预测结果：（a） pQ =0kg/min，（b） pQ =3kg/min，（c） pQ =6kg/min 

Fig. 9 Predicted contour map of bubble mass distribution in ladle in 10 min after the start of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a) 

pQ =0kg/min, (b) pQ =3kg/min, (c) pQ =6kg/min, 

3.4 钢包底喷粉过程的精炼反应动力学 

3.4.1 模型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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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实验条件下预测的钢中硫含量随时间变化及与实测结果对比 

Fig. 10 Predicted and measured sulfur content with time in 1.5 ton furnace for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molten steel and slag 

为了验证和修正模型，本文选择了2吨容量的感应炉模拟钢包，采用600目的CaO、Al2O3及SiO2的混

合渣料粉末作为脱硫剂，并通过自行研制的喷粉元件和喷吹系统喷入感应炉内进行脱硫反应，通过每间隔

一定时间取出钢样，分析钢样中的硫元素组分变化规律，得出不同条件下的脱硫效率，为数值模型结果验

证提供了基础。图10为模拟预测的1.5吨感应炉中钢水硫含量随时间的变化，以及与实测数据的对比。由

图可见，当 取值为0.8时，预测结果与实测结果吻合良好。进而本文根据所修正模型参数，对三个不同

实验条件下的脱硫行为的预测结果进行验证，其中吹气流量为50 NL/min，喷粉速率为0.75kg/min，由图可

见，当在不同实验条件下，预测结果与实测结果吻合基本良好，该模型可以较好的预测钢包中的脱硫行为。 

 

3.4.2 80 吨钢包内硫质量浓度及脱硫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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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1 80吨钢液中（a）硫质量浓度及（b）各个脱硫机制下的脱硫比率随时间变化曲线预测结果 
Fig. 11 Predicted (a) the sulfur mass content, and (b) desulfurization ratio due to various reaction mechanisms with time in 80 ton 

ladle with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图 11 为 80 吨钢包底喷粉过程中，钢液中硫平均质量浓度及各个脱硫机制下的脱硫比率随喷粉时间的

变化曲线预测结果。其中底吹气流量为 200NL/min，喷粉时间为 20min，喷粉速率为 6kg/min，即 1.5kg/t。

g g  (kg/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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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表示钢液总脱硫率，而
S

l p  、
S

l b  和
S

l top  分别表示由弥散粉剂-钢液界面、气泡-钢液界面和顶渣-钢液

界面反应所导致的脱硫分率。由图 11(a)可见，随着喷粉时间的增加，在粉剂-钢液、气泡-钢液和顶渣-钢

液各个反应机制作用下，钢液中平均硫浓度[S]由 250×10
-6快速降低，当喷吹粉剂 20min 后，钢液中平均

硫质量浓度降到 69.2×10
-6，脱硫率为 72.3%。而由图 11(b)可见，对于三个脱硫反应机制而言，钢液中弥

散粉滴与钢液间的脱硫反应贡献最大，
S

l p  为 45.01%，其次是顶渣-钢液间的反应，
S

l top  占 19.42%，而

气泡表面-钢液由于接触时间和接触面积较小，其贡献最小，
S

l b  仅为 7.86%。 

3.4.3  喷气量对脱硫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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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2 喷气量对 80吨钢液中（a）硫质量浓度及（b）脱硫比率影响的预测结果 
Fig. 9 Effect of gas flow rate on the predicted (a) sulfur mass content, and (b) desulfurization ratio due to various reaction 

mechanisms in 80 ton ladle with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图 12 为 80 吨钢包底喷粉过程中，不同喷气流量对钢液中硫平均质量浓度以及各个界面反应机制下的

脱硫比率的影响。由图可见，随着喷吹气流量的增大，钢液中的硫最终质量浓度[S]略有增大，即钢液的

脱硫效率逐渐降低。当喷气量由 200NL/min 增加到 800NL/min 时，底喷粉 20min 后，钢液中硫平均浓度

由 69.2×10
-6 增加到 82.4×10

-6，相应地，脱硫率
S 由 72.3%降低到 63.9%，这是因为随着喷气量的增加，

粉剂与气泡间的碰撞速率增加，更多的弥散粉剂由于粘附于气泡表面，其与钢液间直接接触发生脱硫反应

的贡献快速降低，即
S

l p  随着喷气量增大快速降低。虽然同时气泡表面-钢液间脱硫贡献率
S

l b  随着喷气

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但整体来说，钢液脱硫率
S 随着喷气量增加而逐渐降低。 

3.4.4 喷粉量对脱硫效率的影响 

图 13 为 80 吨钢包底喷粉过程中，不同喷粉量对钢液中硫平均质量浓度以及各个机制下的脱硫比率的

影响。由图可见，当喷粉量为 0.75kg/t 时，20min 后钢液中最终硫质量浓度为 120.22，脱硫率
S 仅为 51.9%，

其中顶渣-钢液界面反应为脱硫的主导机制。随着喷粉量的增大，脱硫速率迅速增大，钢液中硫最终平均

浓度由 120.22 降到 43.75，脱硫率
S 则由 51.9%增加到 82.5%。这是因为随着喷粉量的增加，弥散粉剂-

钢液界面反应和气泡-钢液界面反应对脱硫率的贡献迅速增大，而顶渣-钢液界面对脱硫的贡献则逐渐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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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3 喷粉量对 80吨钢液中（a）硫质量浓度及（b）脱硫比率影响的预测结果 
Fig. 13 Effect of powder injection rate on the predicted (a) sulfur mass content, and (b) desulfurization ratio due to various 

reaction mechanisms in 80 ton ladle with bottom powder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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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建立了 CFD-PBM-SRM 耦合模型描述钢包底喷粉过程中多相流传输行为及精炼反应动力学。首

次提出了底喷粉过程中顶渣-钢液、空气-钢液、粉剂-钢液、气泡-钢液多界面同时反应模型，考虑了气液

两相流、粉剂传输以脱硫产物饱和对精炼反应动力学的影响，采用商用软件与自编计算程序结合的方法，

分别对钢包底喷粉过程的气泡行为、钢液湍流流场、粉粒传输和去除行为、组分元素的变化及分布进行数

值仿真。用热态实验的结果对数值模拟结果的准确性进行验证，在模型得到检验和完善的基础上，进而考

察工业规模钢包底喷粉过程中气-液-粉多相流传输行为和精炼脱硫效率，揭示了喷粉参数对粉剂传输和脱

硫效率的影响规律，并阐明了上述各传输和反应机制的贡献和影响，为钢包底喷粉新工艺的工业化应用提

供理论基础。 

研究发现：在低喷粉量时，钢液脱硫主要依赖于粉剂-钢液和顶渣-钢液反应共同作用，其中顶渣-钢液

反应为主导机制。当喷粉量超过 0.75kg/t 时，粉剂-钢液反应成为主导机制，当喷粉量大于 2.25kg/t 时，气

泡-钢液反应脱硫作用增强，并超过顶渣-钢液贡献。随着喷气量的增加，钢液脱硫效率降低；随着喷粉量

的增大，钢液脱硫效率增大，当喷粉量为 600NL/min，喷粉量由 0.75kg/t 增大到 3kg/t 时，脱硫率由 51.9%

增加到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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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材料对铝镇静钢中夹杂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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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精炼过程耐火材料对钢中夹杂物演变行为的影响，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了不同耐火材料（氧化

铝、尖晶石和氧化镁）对不同类型夹杂物（氧化铝、尖晶石和铝酸钙）的作用行为。实验结果表明，氧化铝耐火

材料和尖晶石耐火材料对这三种类型的夹杂物影响很小，而氧化镁耐火材料在钢中溶解氧较低的时候有助于氧化

铝夹杂物转变为尖晶石夹杂物，但对尖晶石夹杂物和铝酸钙夹杂物影响并不明显。 

关键词：耐火材料；夹杂物；铝镇静钢；尖晶石；铝酸钙 

Study on the Effect of Refractory on Inclusions in Al-Killed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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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HU Miao-yong,

1
 SICHEN Du 

2 
(1.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2.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E-100 44 Stockholm, Sweden. Corresponding author: DENG Zhi-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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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refractory on the evolution of inclusions in the secondary 

steelmaking, laboratory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different refractories (alumina, spinel and 

MgO). The types of inclusions considered were alumina, spinel and calcium aluminate in Al-killed ste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umina refractory and spinel refractory had little effect on all the three types of 

inclusions, while the effect of MgO refractory would help alumina inclusions to transform into spinel 

inclusions at low oxygen level. No evident change could be found for spinel and calcium aluminate 

inclusions.  

Key words: refractory; inclusions; Al-killed steel; spinel; calcium aluminate 

为了更好地控制钢中的夹杂物，学者们开展了许多研究。较多的研究表明，耐火材料对钢中的夹杂物

生成与演变有重要的作用[1-3, 4-10]。通常，氧化铝、尖晶石和氧化镁耐火材料广泛应用于工业实践中。Brabie

等[4-5]指出耐火材料中的碳会还原氧化镁，生成镁蒸气，最终导致尖晶石夹杂物的生成。也有不少学者[1-2, 6-8]

认为，铝镇静钢中的溶解铝可以还原氧化镁耐火材料，还有一些学者[7, 9]认为，高碳钢（如轴承钢）中的

碳也可以还原氧化镁，从而生成溶解镁。 

实际上，尽管本文作者曾经提及[10]有关氧化铝和尖晶石耐火材料的影响，但有关氧化铝和尖晶石耐火

材料对钢中夹杂物影响的报道仍然很少。此外，绝大多数学者研究时采用了钢-渣-耐火材料体系，这就导

致耐火材料和精炼渣的单独作用行为并不是十分清晰。因此有必要进行深一步研究不同耐火材料对不同夹

杂物的影响。本文则主要在实验室实验的基础上，考察了不同耐火材料对铝镇静钢中夹杂物影响规律，为

控制夹杂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实验 

实验过程考虑了三种耐火材料，即氧化铝，镁铝尖晶石（摩尔比 MgO/Al2O3 = 1:1）和氧化镁。夹杂

物则考虑了氧化铝、尖晶石和铝酸钙。实验采用了化学试剂（分析纯）烧制的耐火材料片和氧化铝坩埚来

模拟不同耐火材料。用烧制的耐火材料片制成直径小于 1.5mm 的小棍来模拟具体的某个夹杂物。其中，

采用了固态 CaO∙2Al2O3（下文简写为 CA2）模拟铝酸钙夹杂物。实验用钢如表 1 所示。实验开始前，将

钢切成小块（约 30 g），并钻孔使小棍可以放入小孔中。 

实验的装置如图 1 所示。实验炉拥有淬火室，并可以抽真空。淬火室采用水冷，并可以通入高流速氩

气加速冷却。实验过程使用石墨套管连接在可移动钢管上，并可以随升降装置上下移动。整个实验炉可以

充分密封，保持炉内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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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钢成分（质量百分数，%） 

Table 1  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al steel (mass%) 

C Mn Si Cr Al 

0.23 1.5 0.3 1.0 0.025 

 
图 1  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 1  Experimental setup 
(a) Furnace; (b) Sample holder and crucibles 

 

实验方案如表 2 所示。实验过程中，将耐火材料片置于氧化铝坩埚中，并将氧化物棍置于钢块的小孔

中，再一起放在耐火材料片上。然后，如图 1(b)所示，在坩埚上盖上氧化铝板，以防止小棍在钢液熔化后

浮出钢液。接着将坩埚放进石墨套管中，并挂在移动钢管下端，并移动到淬火室内。将实验炉密封，抽真

空后，向炉内通入氩气。待炉内达到大气压后，再次抽真空通氩气。如此循环三次。将实验炉加热，并将

反应气体切换为 CO（气量为 0.2 NL/min）。待炉内温度达到 1600 ºC 时，将石墨套管连同坩埚一起通过升

降装置缓慢下降至 1300 ºC 处预热 15 min。然后，将坩埚送至稳定温度区域，并开始计时。反应 180 min

后，通过升降装置迅速将坩埚提至淬火室，并通入大流量氩气淬火。 

 
表 2  实验条件 

Table 2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for each run 

炉号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耐火材料片 Al2O3 Al2O3 Al2O3 MgO·Al2O3 MgO·Al2O3 MgO·Al2O3 MgO MgO MgO 

氧化物棍 Al2O3 MgO·Al2O3 CA2 Al2O3 MgO·Al2O3 CA2 Al2O3 MgO·Al2O3 CA2 

 

实验结束后，切割试样制样，并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附带能谱仪观察氧化物棍与钢液之间的边界形

貌和成分变化。 

2  实验结果 

2.1  耐火材料对氧化铝夹杂物的影响 

图 2 给出了不同耐火材料实验条件下的氧化铝棍面扫描照片。易知，氧化铝耐火材料不会影响氧化铝

夹杂物，因此图中并没有给出相关的照片。特别的，图中还省略了氧元素的面扫描照片。从图中可知，反

应 180 min 后，当使用尖晶石耐火材料时，氧化铝棍仍然保持着氧化铝相，如图 2(a)所示；当应用 MgO

耐火材料时，一些不规则的尖晶石小颗粒（<10 μm）生成在氧化铝棍与钢液的边界上。这说明氧化镁耐

火材料有助于氧化铝夹杂物转变生成为尖晶石夹杂物，而尖晶石耐火材料却没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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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氧化铝棍的面扫描照片 

Fig. 2  Elemental mappings of alumina sticks 
(a) Run B1, spinel refractory; (b) Run C1, MgO refractory 

 

2.2  耐火材料对尖晶石夹杂物的影响 

图 3 列出了与不同耐火材料实验的尖晶石棍面扫描照片。从图中可以看出，反应 180 min 后，无论采

用哪一种耐火材料，并没有发现尖晶石棍有明显的变化。这就表明，这些耐火材料对钢中尖晶石夹杂物的

影响很小。 

 

 
图 3  尖晶石棍的面扫描照片 

Fig. 3  Elemental mappings of spinel sticks 
(a) Run A2, alumina refractory; (b) Run C2, MgO refractory. 

 

2.3  耐火材料对铝酸钙夹杂物的影响 

与不同耐火材料实验后，图 4 为铝酸钙棍的面扫描照片。从图中可以看出，铝和钙元素主要分布在小

棍中。在钢液与铝酸钙的边界，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元素富集。此外，无论采用氧化镁耐火材料还是采用尖

晶石耐火材料，几乎都没有发现镁元素分布在铝酸钙棍中（如图 4(b)-(c)所示）。这就表明，这三种耐火材

料对铝酸钙夹杂物也没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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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铝酸钙棍的面扫描照片 

Fig. 4  Elemental mappings of calcium aluminate sticks 
(a) Run A3, alumina refractory; (b) Run B3, spinel refractory; (c) Run C3, MgO refractory. 

 

3  讨论 

3.1  氧化铝耐火材料的影响 

从图 3(a)和图 4(a)可知，氧化铝耐火材料对铝镇静钢中三种夹杂物的影响很小。由式(1)可知，氧化铝

耐火材料可能会影响钢中的溶解铝和溶解氧的活度。 

(s)OAl3[O]2[Al] 32                                  (1) 

因呈固态，氧化铝的活度可以视为 1。钢中的氧活度可以由 C+CO 平衡关系获得，即约为 1×10
-6。由

式(1)可知，钢中的溶解铝活度并不会有明显变化。这就说明钢液中的溶解元素会保持原活度，并不会影

响到夹杂物。同时，这也说明本文采用耐火材料片和氧化铝坩埚实验，氧化铝坩埚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

的。 

3.2  氧化镁耐火材料的影响 

氧化铝棍中并不含有 MgO（如图 2(a)所示），而当应用 MgO 耐火材料后，有一些尖晶石的颗粒在钢

液和氧化铝棍的边界上生成。这意味着，尖晶石的生成与 MgO 耐火材料有关。由于耐火材料是固体，能

解释这种现象只可能是 MgO 耐火材料的溶解，即通过式(2)生成溶解镁。 

[O][Mg]MgO(s)                                     (2) 

当溶解镁在钢液中传质并接触到氧化铝棍时，其会与氧化铝棍发生反应并生成尖晶石相，反应式如式

(3)所示。 

(s)OAlMgO[O][Mg])(sOAl 3232                            (3) 

工业实践[2, 11]指出，在钢包精炼过程中，当钢中的溶解氧活度小于 5×10
-6 时，钢中的溶解镁数量级为

10
-6（甚至更低）。因此，可以估计，本文钢中的溶解镁含量很低。由于氧化铝棍相比实际夹杂物要大很多，

到达氧化铝棍附近的镁含量不足以在氧化铝棍上形成一个尖晶石层，因此只有一些小颗粒尖晶石生成，如

图 2(b)所示。 

如前文所述，氧化镁耐火材料对尖晶石夹杂物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图 3(b)）。有关尖晶石夹杂物的生

成，已有很多文献报道[1-3]。当钢中有微量的溶解镁时，尖晶石夹杂物在一定的氧活度条件下可以稳定存

在。本文的实验结果实际上表明，在实验的氧活度下，尖晶石夹杂物是稳定的。因此，氧化镁耐火材料对

尖晶石夹杂物的影响十分有限。 

由图 4(c)可知，氧化镁耐火材料对铝酸钙夹杂物的影响也不明显。因溶解镁的生成，式(4)也许会发生。

通过式(4)中反应，尖晶石相有可能在铝酸钙棍上生成。实际上，在钢液与铝酸钙棍的边界，并没有发现

尖晶石相，如图 4(c)所示。这说明，在实验条件下式(4)其实并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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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OAlMgO(2[O][Mg]2(s)O2AlCaO 3232                         (4) 

图 5 给出了 CaO-MgO-Al2O3系相图[12]。由图 5 可知，CaO2Al2O3是可以溶解少量的 MgO 的，且此

时仍然是固态的铝酸钙。从上述讨论可知，钢中生成的溶解镁非常少。因此，进入铝酸钙中的镁也十分有

限。实际上，在图 4(c)中也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元素富集。需要说明的是，EDS 分析有一定误差，特别是针

对微量元素，图 4(c)要发现镁面扫描的差异是十分困难的。 

 

 
图 5  CaO-MgO-Al2O3 系相图[12] 

Fig. 5 Phase diagram of CaO-MgO-Al2O3 system 
[12] 

 

本文实验只研究了 CA2 铝酸钙夹杂物。如图 5 所示，相比 CA2，MgO 在其他铝酸钙(C3A, C12A7 和 CA)

中的溶解度更大。这表明，当钢中的溶解镁相同时，尖晶石（甚至是氧化镁）在其他铝酸钙夹杂物上生成

的难度要大于在 CA2 生成。因为即使是在 CA2 表面，钢中的溶解镁也并不足以生成尖晶石，图 4(c)的结

果即可以证明。由此可以推断，氧化镁耐火材料对其他铝酸钙夹杂物的影响也十分微弱。  

3.3  尖晶石耐火材料的影响 

 
图 6 1600 ºC 时镁铝尖晶石中氧化镁和氧化铝的活度[13] 

Fig.6 Activities of MgO and Al2O3 in the spinel solid solution at 1600 ºC 
[13] 

 

从图 2(a)和图 4(b)可以看出，尖晶石耐火材料对三种夹杂物影响很小。易知，尖晶石是由 Al2O3 和

MgO 组成的固溶体。因此，尖晶石中的 Al2O3和 MgO 活度会对其作用产生重要作用。Fujii 等[13]测量了尖

晶石中的 Al2O3和 MgO 活度，得到的结果如图 6 所示。从图 6 中可知，尖晶石中的 MgO 活度非常低（约

0.06），而 Al2O3 的活度接近 0.5。由上述讨论可知，因 MgO 活度低，尖晶石耐火材料很难在钢液中生成

溶解 Mg。因此，尖晶石耐火材料对钢中的夹杂物影响较小。 

注意到，本文尖晶石耐火材料的 MgO/Al2O3 摩尔比为 1:1，而 MgO 饱和与 Al2O3 饱和的耐火材料均

有在工业中应用。从图 6 可知，当尖晶石耐火材料中 MgO 饱和时，则 MgO 的活度为 1，Al2O3的活度趋

于 0。通过本文的结果，则可以推断此时尖晶石耐火材料的作用十分接近于氧化镁耐火材料。同理，可以

推断，当尖晶石耐火材料中 Al2O3 饱和时，其作用十分接近于氧化铝耐火材料。因此，在讨论工业尖晶石

耐火材料的作用时，应该考虑尖晶石耐火材料的具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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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了不同耐火材料（氧化铝、尖晶石和氧化镁）对不同类型夹杂物（氧化铝、

尖晶石和铝酸钙）的作用行为，得到以下结论： 

(1) 氧化铝耐火材料和尖晶石耐火材料对氧化铝、尖晶石和铝酸钙夹杂物的影响很小。 

(2) 氧化镁耐火材料在钢中溶解氧较低的时候有助于氧化铝夹杂物转变为尖晶石夹杂物，但对尖晶石

夹杂物和铝酸钙夹杂物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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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脱氧过程中氧化铝夹杂物的形成研究 

迟云广，邓志银，成刘，朱苗勇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本文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了 Al2O3 夹杂物的形成过程，研究结果显示：Al2O3 夹杂物主要是铝脱氧过程中

生成的。铝脱氧过程中，Al2O3 夹杂物不仅发生均质形核，还会以(Fe, Mn)O 等夹杂物为核心发生非均质形核。添

加 Al 脱氧后很短的时间内，在钢液中生成大量的群簇状 Al2O3 夹杂物和颗粒状的 Al2O3 夹杂物，群簇状 Al2O3 夹

杂物由于尺寸较大，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浮去除。(Fe, Mn)O 夹杂物在 Al 的作用下，最终也转变成为 Al2O3 夹杂物。 

关键词:Al 脱氧，均质形核，非均质形核，Al2O3 夹杂物，  

     

Study on Formation of Alumina Inclusions during Al Deoxidation 

CHI Yun-guang,  DENG Zhi-yin,  CHENG Liu,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U Miao-yong, E-mail: 

myzhu@mail.neu.edu.cn) 

 
Abstract：The generation of alumina inclusions was investigated in laboratory. BOF crude steel and 

pure Al were employed in Al deoxidation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umina inclusions are 

mainly formed by Al deoxidation. Alumina clusters could be formed because of homogeneous 

nucleation, while some singular alumina particles can also be generated from (Fe, Mn)O inclusions due 

to heterogeneous nucle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Al. Alumina clusters were generated quickly, and they 

were removed in a short time due to their large size. 

Key words: Al deoxidation; homogeneous nucleation; heterogeneous nucleation; alumina inclusions

 
Al2O3类型夹杂物是铝镇静钢中比较普遍和非常重要的夹杂物。[1-3]

 许多冶金学者[4-10]研究了铝脱氧过

程中氧化铝夹杂物形成和长大的行为，研究指出铝脱氧产物 Al2O3夹杂物的形核与钢液中的初始溶解氧含

量和铝的添加量有关，当过饱和度超过临界值时，均质形核才会发生，当钢液中初始氧含量高于形核临界

值时，均质形核速度非常快，形核的 Al2O3 夹杂物很容易聚集长大，形成群簇状 Al2O3夹杂物。Van Ende

等[7]在实验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一些氧化铝夹杂物出现在 FeO 和 SiO2 上面，发生了非均质形核。但是，这

些学者进行实验室实验时，采用的原料是工业成品和化学试剂，这与现场生产差别很大。本文基于工业生

产实际，采用转炉冶炼终点钢液试样和纯 Al 片在实验室模拟脱氧实验，研究 Al 脱氧过程中，Al2O3类型

夹杂物的形成过程。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表 1 转炉终点成分(质量百分数，%; *×10-4%)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rude steel (mass%, *×10
-4

%) 

C Mn P S *T.[O] 

0.09~0.14 0.10~0.15 ≤0.015 ≤0.015 410 

 

实验所用钢液试样取自某钢厂 120 吨转炉。转炉吹炼终点溶解氧含量控制在(300-500)×10
-4

 %范围之

内。转炉终点钢液试样的主要化学成分列于表 1。出钢前，采用提桶式取样器对钢液进行取样，一部分钢

液试样用于夹杂物分析，另一部分试样作为实验原料用于实验室脱氧实验。 

1.2 实验过程 

实验室脱氧实验在电阻炉中进行，实验装置如图 2.1 所示。实验开始之前，将转炉终点试样表面进行

研磨和抛光处理，去除表面氧化层。处理完成后，将 100 g 的钢液试样放入氧化镁坩埚中，然后将氧化镁

坩埚放到电阻炉中的在载物台上。实验开始前，向电阻炉中通入高纯氩气 5 h，去除电阻炉内的空气，实

验过程中，始终通入高纯氩气，保证在氩气气氛下进行实验。然后开始加热电阻炉，当温度升至 1873 K

时，为了确保热平衡，在 1873 K 的温度下保持 30 min，接着将 0.1 g 的铝片通过石英管加入钢液中，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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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实验开始的时间，即 t=0 min。铝脱氧实验分别进行 10 s、1 min、10 min。当实验结束时，快速取钢

液试样，并放入水中进行冷却。 

 

 
图 1 实验装置 

Fig.1 Experimental setup 

1.3 分析方法 

将钢液试样进行切割、研磨和抛光，然后利用 Zeiss Ultra Plus 型扫描电镜(SEM，加速电压 15kV)及附

带能谱仪(EDS)分析钢液试样中夹杂物的形貌、尺寸和元素分布，利用直读光谱分析钢液试样中 Al 含量。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钢液试样的 Al 含量和全氧含量 

表 2 脱氧后，钢液试样中 Al 含量 

Table 2 Dissolved Al contents of steel samples after deoxidation 

位置 
距底部距离 

(mm) 

溶解 Al 含量 (质量百分数，%) 

10 s 1 min 10 min 

上部 13.5 1.00 0.08 0.032 

中部 8.0 - 0.04 0.032 

下部 3.0 - 0.01 0.032 

 

实验结束后，对 10 s、1 min 和 10 min 的钢液试样的不同位置 Al 含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表 2 所

示。添加 Al 后 10 s 时，从表 2 可以明显的看到，Al 在钢液上部出现富集现象，钢液 Al 含量并不均匀，

在中下部并没有检测到Al的存在。表 2中还显示，Al添加 10 min时，钢液上、中和下部Al含量均为 0.032%，

也就是说钢液 Al 含量达到均匀需要大约 10 min 左右的时间。与此同时，实验结束后，对转炉终点钢液试

样和 Al 均匀时(10 min)钢液试样进行全氧含量的检测，从表 1 可以看到，转炉终点钢液全氧含量在

410×10
-4

 %左右，这与现场出钢氧含量(300-500)×10
-4

 %范围是一致的。反应 10 min 后，钢液全氧含量降

低到 38×10
-4

 %左右。 

2.2 钢液试样中的夹杂物 

实验试样中共发现三种类型夹杂物，分别是 Al2O3类型夹杂物、尖晶石夹杂物和铝酸钙夹杂物。尖晶

石夹杂物和铝酸钙类型夹杂物数量较少。Al2O3 类型夹杂物共有三种，分别是群簇状 Al2O3 夹杂物、颗粒

状 Al2O3 夹杂物和(Fe, Mn)O+Al2O3 夹杂物。群簇状 Al2O3 夹杂物形貌如图 2(a)所示，从图 2(a)中可以看到，

群簇状 Al2O3 夹杂物尺寸较大，一般超过 10 μm，这种夹杂物主要出现在脱氧 10 s 和 1 min。颗粒状 Al2O3

夹杂物形貌如图 2(b)所示，从图 2(b)中可以看到，颗粒状 Al2O3 夹杂物尺寸较小，小于 10 μm，这种夹杂

物出现在脱氧后的每个阶段。图 3 是(Fe, Mn)O+Al2O3夹杂物的元素分布，从图 3 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夹

杂物中含有两相，一相是(Fe, Mn)O，另一相是 Al2O3。这些夹杂物主要出现在 Al 添加后 10 s 和 1 min，夹

杂物尺寸均小于 12 μm。随着时间增加，Al2O3 相逐渐增多，(Fe, Mn)O 相逐渐减少。本文主要考察 Al2O3

类型夹杂物的形成，因此，本文中没有给出其他两种类型夹杂物的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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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l2O3 类型夹杂物形貌 

(a) 群簇状 Al2O3 夹杂物，(b) 颗粒状 Al2O3 夹杂物 

Fig. 2 SEM image of alumina inclusions 
(a) Al2O3 clusters, (b) Al2O3 particle 

 

 
图 3 (Fe, Mn)O+Al2O3 类型夹杂物元素分布 

Fig. 3 Elemental mappings of (Fe, Mn)O+ Al2O3 inclusion 
 

2.3 Al2O3夹杂物的形成 

Al 加入转炉终点钢液试样中以后，钢液中发现大量的 Al2O3 类型夹杂物，包括群簇状 Al2O3 夹杂物(见

图 2(a))和单颗粒状 Al2O3 夹杂物(见图 2(b))。由表 1 中数据可知，转炉终点钢液氧活度非常高，大约在

410×10
-6，因此 Al 加入钢液后，Al 与钢液中的[O]迅速发生反应生成大量的 Al2O3夹杂物，脱氧反应如(1)

所示。 

           32OAl]O[3]Al[2                                  (1) 

 57.20
64000

  log 
T

K
[1]

                                (2) 

2.3.1 Al2O3夹杂物均质形核 

Al 脱氧时，当某区域过饱和度很高时，均质形核很容易发生，均质形核发生以后，会快速形成群簇

状 Al2O3 夹杂物。[4]
 从表 2 中的数据可以看到，Al 加入钢液 10 min 前，钢液中 Al 并不均匀，钢液的上

部、中部和下部 Al 含量差别很大，钢液上部 Al 含量明显高于钢液中下部，由于钢液中溶解氧含量很高，

如表 1 所示，钢液中氧含量达到 410×10
-4

 %，Al 加入钢液后，在钢液上部形成很大的过饱和度，因此在

钢液上部很容易发生均质形核，从而导致大量的群簇状 Al2O3夹杂物生成，脱氧反应进行到 10 s 以后，钢

液中已经发现大量的群簇状 Al2O3夹杂物，这说明均质形核的速度非常快，同时这也说明群簇状 Al2O3夹

杂物生成的速度非常快。很多学者[4-6]也研究了 Al 脱氧后的均质形核行为，他们也指出在短时间内就会形

成大量的群簇状 Al2O3 夹杂物。因为群簇状 Al2O3夹杂物尺寸较大(见图 2.6(a))，很快就上浮到钢液表面，

脱氧反应 10 min 后，没有再发现群簇状 Al2O3夹杂物，这也说明了群簇状 Al2O3夹杂物在钢液中停留时间

很短。与此同时，表 2 显示，Al 脱氧 10 min 后，钢液中 Al 含量已经均匀，钢液中很难再发生均质形核。

这些结果与 Beskow 等[4]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2.3.2 Al2O3夹杂物非均质形核 

57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58 - 

与均质形核相比，非均质形核更容易发生，只要有可以形核的核心存在，非均质形核就可以发生。从

图 3 可以看到，Al 脱氧 10 s 时，在(Fe, Mn)O 类型夹杂物中发现 Al2O3 相，这证明了非均质形核的发生，

即 Al2O3 夹杂物以(Fe, Mn)O 类型夹杂物为核心发生非均质形核。在 Van Ende 等[16]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

的实验现象。当钢液中存在溶解 Al 时，FeO 和 MnO 是不稳定的，很容易与 Al 发生化学反应，反应如式

(3)和式(4)。也就是说在发生非均质形核的同时，作为核心的(Fe, Mn)O 持续的与钢液中的溶解 Al 发生如

(3)和式(4)所示的化学反应，直到(Fe, Mn)O 被完全还原。因此(Fe, Mn)O 类型夹杂物最终转变成为 Al2O3

夹杂物。 

32OAl[Fe]3[Al]2FeO3                                (3) 

32OAl[Mn]3[Al]2MnO3                                (4) 

 

 
图 4 非均质形核过程 

Fig. 4 Process of heterogeneous nucleation 
 

非均质形核过程如图 4 所示。转炉冶炼过程中，钢液中存在大量的(Fe, Mn)O 类型夹杂物如图 4(a)所

示，这些夹杂物为非均质形核提供了核心，当 Al 加入钢液后，生成大量的 Al2O3夹杂物，这些 Al2O3夹杂

物就会以(Fe, Mn)O 类型夹杂物为核心发生非均质形核，如图 4(b)所示，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由图 4(c)

可知，(Fe, Mn)O 类型夹杂物上面的 Al2O3相逐渐增多，同时作为核心的(Fe, Mn)O 类型夹杂物与 Al 发生

化学反应，最终全部转变为如图 4(d)所示的颗粒状 Al2O3夹杂物。 
 

3  结论 

本文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了 Al2O3 夹杂物的形成过程，得到以下结论： 

1) 转炉终点具有高溶解氧含量，Al 脱氧过程中会生成大量的 Al2O3夹杂物； 

2) Al 脱氧过程中，Al2O3夹杂物会发生均质形核，然后生成大量群簇状 Al2O3 夹杂物。 

3) Al2O3夹杂物可以以(Fe, Mn)O 类型夹杂物为核心发生非均质形核，(Fe, Mn)O 类型夹杂物逐渐被 Al

还原，最终生成颗粒状 Al2O3夹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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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度对精炼渣/中锰钢反应行为的影响 

孔令种，邓志银，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基于实验室实验和工业实验，研究了精炼渣碱度对中锰钢液中 Mn 与渣中 SiO2 的反应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碱度的增加，渣中 SiO2 活度降低且渣的黏度增加，渣中平衡 MnO 含量也随之降低。尽管 Mn 被渣中 SiO2氧化而进入

到渣中，但终渣 MnO 含量都小于 1%。尤其是在工业实验中，LF 精炼终渣 MnO 含量也仅为 1.02%。生产实践中，推荐使用

高碱度精炼渣。 

关键词：中锰钢；精炼渣；SiO2 活度；黏度；MnO 含量 

Effect of Slag Basicity on Behavior of Reaction Refining Slag with 

Medium Manganese Steel 

KONG Ling-zhong, DENG Zhi-yin,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KONG Ling-zhong, E-mail: 

klz_0110@163.com) 

Abstract: Based on laboratory and industrial experiments, the effect of slag basicity on behavior of reaction SiO2 

in refining slag with manganese in steel is investigated. It is foun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basicity, the activity 

of SiO2 decreases, while the viscosity of refining slag increases, along with the decrease of MnO in final slag. 

Although oxidation of Mn by SiO2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MnO in slag, the increase is small. Especially, in 

industrial experiments, MnO content in slag at the end of LF is only 1.02%. Therefore the slag with high basicity 

is recommended. 

Key words: medium Mn steel; refining slag SiO2 activity; viscosity; MnO content

1  前言 

随着人们对钢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冶金工作者开展了大量工作。一方面，通过不断改进工艺措施，

降低钢中有害元素和夹杂物含量进而提高钢的洁净度[1-3]；另一方面，通过添加合金元素改善钢的组织结

构进而优化钢的力学性能[4-6]。研究发现，钢中 Mn 和 Al 含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钢的力学性能得到显著提

高，因而开发了一系列的中、高 Mn 钢。由于中、高锰钢中，Mn 和 Al 元素含量高，相对于普通钢种而言，

中、高锰钢要活泼的多。研究人员[7-9]研究了高锰钢与结晶器保护渣的反应，发现保护渣中的 SiO2 不但会

氧化钢液中的 Al，而且也能够将钢液中的 Mn 氧化成 MnO，造成保护渣中 MnO 含量大幅度增加。 

众所周知，精炼工艺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钢的质量。在精炼过程中，由于精炼渣具有着保温、脱硫和

吸附钢中夹杂物等作用，其与钢液间的反应对精炼工艺效用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通过文献调研发

现，关于中、高锰钢与精炼渣反应的研究却鲜有报道，其是否也会如同与保护渣一样使渣中的 MnO 含量

显著增加我们还尚不得而知。因此，本文以实验室实验和工业实验为基础，研究了中锰钢与精炼渣的反应。 

2  实验 

2.1  实验室实验 

实验考察了精炼渣碱度对反应的的影响。实验钢和精炼成分如表 1 和表 2 所示。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

实验温度为 1600℃，为保证实验在还原性气氛中进行，向装置内通入氩气。实验前，将用分析纯化学试

剂配制的精炼渣（成分见表 2）充分混合，并放入石墨坩埚中，在 1600℃的温度下预熔 2h，然后从炉子

中将其取出并迅速水淬，干燥后用作钢渣反应实验。将 300g 钢放入到 MgO 坩埚中（Φ45×60），再将其

放入到石墨坩埚坩埚中，当炉温升至 1600℃时，将坩埚放入到高温炉中，待钢液完全熔化后将 60g 精炼

渣加入到 MgO 坩埚中，并开始计时。每间隔一定时间，将 MgO 坩埚从高温炉中取出并淬火。反应后精

炼渣成分用 X 荧光分析（XRF）仪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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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装置图 

Fig. 1 Experimental setup 
 

表 1 实验用中锰钢成分（%） 
Table 1 Composition of medium Mn steel in present experiments (mass %) 

C Mn Si P S Als 

0.0

5 

5.45 0.30 0.008 0.006 0.022 

 

表 2 实验室实验所用精炼渣成分（%） 

Table 2  Composition of LF refining slag in present experiment (mass %) 

碱度 CaO SiO2 Al2O3 MgO CaF2 

4 54.40 13.60 22.00 8.00 2.00 

5 56.67 11.33 22.00 8.00 2.00 

6 58.23 9.77 22.00 8.00 2.00 

2.2  工业实验 

实验在国内某钢厂进行，钢的成分如表 3 所示。其生产工艺为：铁水预处理→转炉→LF 精炼→RH 精

炼→板坯连铸。转炉出钢时采用铝脱氧，并用金属锰进行合金化。剩余金属在 LF 精炼期间通过合金料仓

加入。整个精炼耗时约 120 分钟。在 LF 精炼完成后取渣样，渣的成分通过 X 荧光分析（XRF）测定。 

 

表 3 工业实验钢化学成分（%） 
Table 3  Composition of Refining slag in industrial experiments (mass) 

C Mn Si P S Als 

0.06-0.08 5.40-5.80 0.15-0.30 <0.01 <0.003 0.025-0.035 

3  结果与讨论 

3.1  精炼渣中 MnO 含量变化 

不同碱度下精炼渣中 MnO 含量的变化如图 2 所示。从图 2 可以清楚的看到，精炼渣中 MnO 含量随

着反应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在 30min 之前，渣中 MnO 含量的变化较快，而 30min 后，精炼渣中 MnO 含

量基本不再发生变化。由于渣中 MnO 含量的变化是由反应（1）引起的，说明反应进行到 60min 时，反

应（1）以基本达到平衡，故而精炼渣中 MnO 的含量不再增加。工业实验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如表 4

所示，在 LF 精炼结束后，熔渣中 MnO 的含量很低。这与文献[9]的研究结果是不同的，造成这种巨大差

异的原因在下节中将会进行详细讨论。 

]Si[)MnO(2]Mn[2)(SiO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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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精炼渣中 MnO 含量随时间的变化 

Fig. 2 Variation of MnO content in refining slag with time 
 

从图 2 中还可以看出，精炼渣碱度对反应后渣中 MnO 含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随着碱度从 4 增加到

6，反应进行到 60min 时 MnO 含量则从 0.75%降低到 0.48%。对比实验室实验结果和工业实验结果发现，

反应结束时精炼渣中 MnO 的含量都很低，说明在实验所使用的精炼渣成分范围内，反应（1）的进行是很

微弱的。 

表 4 LF 精炼中后期熔渣成分（%） 

Table 4 Composition of slag at the end of LF refining (mass%) 
CaO SiO2 Al2O3 MgO MnO FeO 

55.88 8.15 29.72 4.04 1.02 1.17 

3.2  碱度对渣中 SiO2活度和熔渣黏度的影响 

可以知道精炼渣中 SiO2 的活度对反应（1）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精炼渣中 SiO2 的活度较高时，能

够促进反应（1）向右进行，造成精炼渣中 MnO 含量增加。相反，但渣中 SiO2的活度足够低时，反应（1）

是不能够进行的，当然这种情况是我们所期望的。而碱度对反应（1）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影响渣中 SiO2的

活度实现的。因此，本文作者根据表 2 中精炼渣的化学成分，使用热力学计算软件 FactSage
[11]计算了不同

碱度条件下精炼渣中 SiO2的活度，如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碱度条件下渣中 SiO2的活度 

Table 5 Activity of SiO2 in slag for different basicity 

碱度 4 5 6 文献[9] 

aSiO2 5.58×10
-5

 4.69×10
-5

 4.23×10
-5

 0.57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当精炼渣碱度大于 4 时，渣中 SiO2的活度是非常低的。而且随着精炼渣碱度的

增加，SiO2 的活度降低。关于这一点也是很好理解的，从 CaO-SiO2 相图中可知，CaO 能够与 SiO2 结合形

成多种符合氧化物，随着碱度的提高，大部分的 SiO2与 CaO 结合成复合氧化物，研究认为，以这种复合

氧化物形式存在的 SiO2是很难与钢中的元素发生反应的，而只有自由态的 SiO2才具有反应活性，所以随

着碱度的增加，具有反应活性的 SiO2 的数量减少，从而导致 SiO2的活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反应（1）

的进行是非常困难的，实验室实验和工业实验的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文献[9]中所使用的结晶器保护

渣其碱度仅为 0.5，渣中 SiO2的活度却高达 0.57。从热力学的角度分析，在如此高的 SiO2的活度下反应（1）

是很容易进行的。 

再者，随着精炼渣碱度的增加，渣的黏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本文利用 FactSage 对精炼渣的黏度也

进行了计算，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碱度的增加，渣的黏度也随之增加，这对反应（1）是

不利的。渣黏度的增大，会降低反应物和反应产物在熔渣中的传质速度，恶化反应的动力学条件，这也许

能够从动力学上解释图 2 中平衡 MnO 量与渣碱度的关系。但是也应注意到，熔渣黏度的增加，不但会恶

化反应（1）的动力学条件，它也会阻碍钢-渣间的其他反应（如脱硫）。而且，钢渣对夹杂物的吸附也与

渣黏度密切相关，低黏度有利于熔渣吸收钢中的夹杂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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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精炼渣黏度随碱度的变化 

Fig. 3 Variation of Viscosity of slag with basicity 

 

从实验室实验和工业实验的结果来看，反应结束时渣中 MnO 的含量都是很低的。相比于文献[9]，实

验中所使用的钢 Mn 含量为 5.5%左右，远小于文献所报道的 20%。尤其是其碱度远小于本文中精炼渣碱

度，本研究中采用的精炼渣的碱度分别为 4-6 和 6.86，而文献[9]中所使用的保护渣的碱度则为 0.5。在实

际生产中，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和现场的实际情况，选用高碱度精炼渣是比较合理的。 

4  结论 

为了弄清精炼渣精度对钢液中 Mn 与渣中 SiO2 反应的影响，为工业生产选定合适精炼渣成分范围提

供指导，进行了实验室实验和工业实验，得到如下结论： 

（1）随着碱度增加，熔渣中 SiO2 的活度降低而黏度增加，反应结束时渣中 MnO 含量也随之降低。 

（2）与结晶器保护渣不同，在实验室实验和工业实验条件下，渣中平衡 MnO 含量都很低，渣的性

质相对稳定，不会产生剧烈变化。中、高锰钢生产时推荐采用高碱度精炼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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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的数值模拟研究 
邢飞， 郑淑国， 朱苗勇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摘  要：针对现有通道式感应加热中间包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新型通道式感应加热中间包，建立了三维非稳态数学模型

对其进行电磁场、流场、温度场的耦合计算分析，并与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相同条件下，新型感

应加热中间包的加热效率更高，温度分布更均匀，低温区范围更小，能耗更低。它改善了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卷渣以及对

浇注区前壁面耐火材料冲刷的问题。随加热功率的提高，两种中间包的夹杂物去除率逐渐升高，在相同加热功率下，新型

感应加热中间包的夹杂物去除效果要优于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 

关键词：中间包，感应加热，电磁力，流场，温度场 

Numerical Simulation Study of New Induction Heating Tundish 
Xing Fei, Zheng Shuguo,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Abstract: A new type of channel-type induction heating tundish is proposed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channel-type induction heating tundish, and a three-dimensional unsteady-state mathemat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coupling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 flow field and temperature field, which 

i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induction heating tundis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ame condition, the heating 

efficiency of the new induction heating tundish is higher,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s more uniform, the range 

of lower temperature is smaller, 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s lower. It improves the problems of slag 

entrapment of traditional induction heating tundish and the impact on the refractory material on the front wall of 

the casting area.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eating power, the removal rate of the inclusions in the two tundish 

is gradually increased. Under the same heating power, the removal rate of the inclusions of the new induction 

heating tundish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one. 

Key words: tundish, induction heating, electromagnetic force, flow field, temperature field

 

随着人们对高品质钢种需求的不断提高，钢液的洁净度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为了确保浇铸的连续性，

要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的钢液温度和过热度。因此，作为连铸过程中最后一个耐火材料容器，同时

是由间歇操作转向连续操作的衔接点，中间包的作用不容忽视。除了传统的分流等功能外，中间包还需具

备二次精炼功能。为了取得较好的中间包内钢液流动状态，进而有利于夹杂物去除，科研工作者们做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有坝、堰、抑湍器等控流装置[1-3]。他们的作用是提高钢液在中间包

内的停留时间和减少死区体积，从而提高夹杂物的去除率。然而随着停留时间的延长，钢液的温度逐渐降

低，这样就不利于实现低过热度恒温稳态浇注，从而影响铸坯的质量。 

近些年，一种新的中间包感应加热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可以改善钢液温度分布，同时使钢

液温度在整个浇注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1984 年，Ueda 等[4]为了达到补偿浇铸过程中钢液的温降，并控

制浇铸温度的目的，根据低频感应加热炉，开发了一个感应加热中间包，铁芯安装在中间包通道之间，钢

液流过通道被加热，从而达到补偿钢液温降的目的。Mabuchi 等[5]研究发现，被加热的钢水流出通道后，

由于高温钢液的密度小于低温钢液的密度，则高温钢水受到浮力作用向上流动，这样不仅延长了钢液的停

留时间，也有利于夹杂物上浮去除。Yutaka 等[6]研究发现，在没有感应加热情况下钢水会出现 10-20℃的

温降，有感应加热钢水温降则被控制在 0-5℃，加热效率约为 85%，同时夹杂物数量明显减少。Vives 等[7]

在 1990 年，建立了 4:10 的通道式感应炉物理模型，对感应炉的电磁场做了细致的研究。研究发现通道内

感应电流密度要大于其他区域，通道内磁场分布是偏心的，这样流过通道的熔体会发生旋转。 

对于通道式感应加热中间包而言，通道要有足够的长度才能使钢液被充分加热，然而在实际生产中，

由于空间的限制，增大通道长度存在较大的难度，且即使增大通道长度也要牺牲一部分中间包容积，不利

于延长钢液的平均停留时间。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新型通道式感应加热中间包，它在保证长水口和浸入式水

口之间距离不变以及不改变中间包容积的情况下，等效的增大了通道长度，提高了加热效率。 

1 模型建立 

1.1 几何模型 

根据实际尺寸建立感应加热中间包物理模型，如图 1所示。模型是一个双通道感应加热中间包，分为

注流区和浇注区，由两个弯管形通道连在一起。感应加热装置安装在两个通道之间，由线圈和铁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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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示意图 

Fig.1 New type of induction heating tundish 

1.2 基本假设 

为简化计算，作如下假设： 

1) 电磁计算过程中，假设材料为各向同性，物性参数为常数。 

2) 流场计算过程中，钢液视为不可压缩牛顿流体。 

3) 由于本文需要考虑钢液的对流现象，所以将钢液密度视为温度的函数，其他物性参数视为常数。 

4) 钢液表面视为水平面，且不考虑表面渣层的影响。 

5) 忽略流动对电磁场的影响。 

 
1.3 控制方程 

电磁场的计算是基于求解麦克斯韦方程组，流场的计算采用连续性方程、Navier-Stokes、k- 双方

程模型，温度场的计算采用能量方程。 

 

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微分形式如下： 

 

D                            （1） 

B
E

t


  

                        
（2）

 

B                           （3） 

D
H J

t


  


                      （4） 

式中， D 为电位移，  为自由电荷体密度， 为电场强度， 为磁通密度，t 为时间， 为磁场强度，

J 为传导电流密度。 

连续性方程： 

     t





   

                        （5）
 

式中，  为钢液密度，kg/m
3
; 为钢液流速，m/s。 

Navier-Stokes方程： 

2

eff g
t
     


       

            （6）  

式中，为静态压力， a ;为钢液热膨胀系数；
eff 代表有效黏度，kg/(m·s)；由下式决定： 

eff t   
                          （7）

 

2

t c


 
                           （8） 

式中， 为动力粘度，kg/（m·s）； t 为湍流黏度，kg/（m·s）；k为湍动能；为湍动能耗散率；c =0.09。

 
k- 双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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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代表平均速度梯度下的湍动能。由下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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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C ， 2C  ，  ，  均为常数，由 Launder B.E.和 D.B.Spalding给出： 

1C  ， 2 1.92C   ， 1.0  ， 1.3   

能量方程： 

                  
pc u S Q

t



  

 
      

            （12）
 

式中，为钢液导热系数，c 为钢液定压比热容， S 为粘性耗散系数。Q 表示电磁感应产生的焦耳热。 

 

1.4 边界条件 

 

在电磁场计算过程中，对线圈加载交流电的电流频率及电流密度。在流场与温度场计算中，采用速度

入口和压力出口，壁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钢液表面采用无滑移壁面条件，换热采用第二类边界条件。采

用 MAXWELL和 FLUENT模拟软件，计算中用到的参数见表 1. 
表 1 计算中用到的参数 

Tabel.1 The parameters used in the calculation 

质量流量

/(kg·s
-1

) 

入口温

度/K 

密度/ 

(kg·m
-3

) 

比热容/ 

(J·kg
-1

 

·℃-1
） 

动力黏度

/(kg·m
-1

 

·s
-1

 

顶面热通

量

/(W·m
-2

) 

 

侧面热通

量

/(W·m
-2

) 

 

底面热通量

/(W·m
-2

) 

 

导热系数

/(W·m
-1

·K
-1

) 

 

33.3 1823 
8523-0.83

58T/K 
750 0.0061 -15000 -4000 -1800 41 

 

2 结果与讨论 

2.1 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的电磁场 

图 2是加热功率为 800kW时，中间包横截面上的电流分布。感应电流主要分布在通道附近区域，电流

通过两个通道形成一个闭合回路。根据就近原则，靠近感应线圈一侧的通道内电流密度更大。感应电流会

和钢液作用产生焦耳热，对钢水进行加热。图 3是加热功率为 800kW时，中间包的电磁场分布。从图中可

以看出，电磁场也主要分布在通道附近区域，而且根据就近原则，靠近线圈区域的电磁场强度要高于其他

区域。 

 
图 2 加热功率为 800kW 时中间包内感应电流分布 

Fig.2 Current density distribution at cross section of the tundish with 800kW induction heat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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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加热功率为 800kW 时中间包内磁感应强度分布 
Fig.3 Magnetic flux density in tundish with 800kW induction heating power 

 
图 4是加热功率为 800kW时，中间包内的电磁力分布。由于电磁力是由感应电流作用产生的，所以它

的分布规律和感应电流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电磁力主要分布在通道以及通道和注流区、浇注区的连接处，

而且靠近线圈区域的电磁力要大于其他区域。图 5是加热功率为 800kW时，中间包内的焦耳热分布。同样

的，焦耳热的分布规律和感应电流的基本一致。绝大部分的焦耳热分布在通道内，在钢液流过通道的过程

中对钢液进行加热。在通道边缘的焦耳热大于通道内部的焦耳热。 

 
图 4 加热功率为 800kW 时中间包内电磁力分布 

Fig.4 Electromagnetic force field in tundish with 800kW induction heating power 

 

 
图 5 加热功率为 800kW 时中间包内焦耳热密度分布 

Fig.5 Joule heating density distribution in tundish with 800kW induction heating power 

 

 
2.2 新型及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的速度场对比 

 
图 6 是加热功率为 800kW 时，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和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的流线图。如图 6（a）所

示，传统直线通道感应加热中间包钢液从长水口进入注流区，经过短暂停留后进入通道，钢液在电磁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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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的作用下快速地流过通道，且在流过通道的过程中被迅速加热。这样流出通道的钢液的温度就高于浇

注区钢液温度，所以流出通道的钢液就会受到一个浮力的作用向上运动，到达表面后钢液向下流动最后从

下水口流出，这样的流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钢液的平均停留时间，而且上升流也会促使夹杂物向钢液表

面运动从而有利于上浮去除。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上升的流股如果速度太大冲击到表面保护渣，有可能

会产生卷渣，而且钢液从通道流出以后也不可避免的会冲击到前方包壁，造成耐火材料的侵蚀。 

如图 6（b）所示，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由于通道形状的改变，钢液从通道流出后首先交汇在一起，

然后在浮力的作用下向上流动，这样一方面能够起到一个搅拌的作用，促进夹杂物特别是微小夹杂物的碰

撞长大，从而有利于夹杂物的上浮去除。另一方面，钢液的交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升流对钢液表面

的冲击，避免卷渣的发生。图 7（b）是新型中间包的速度矢量图。可以看出，钢液的上升势头确实得到

了缓解。同时交汇的流股也会避免钢液直接冲击前端的耐火材料壁面，节约了成本。 

 

 
图 6 加热功率为 800kW 时两种中间包内流场分布 

（a）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流场分布，（b）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流场分布 
Fig.6 Streamline of the molten steel in the tundish. (a) Linear type.(b) Arc-shaped. 

 

 
图 7 加热功率为 800kW 时两种中间包的速度场 

（a）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的速度场，（b）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的速度场 
Fig.7 Velocity field at the vertical section of tundish with 800kW induction heating power. (a) Linear type.(b) Arc-shaped. 

 

2.3 新型及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的温度场对比 

 
图 8是加热功率为 800kW时，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和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的温度分布图。如图 8（a）

所示， 

如图 8（b）所示，相比传统的感应加热中间包，新型中间包的浇注区的平均温度更高，这是由于通

道形状的改变，相当于等效的增加了通道的长度，从而增加了钢液被加热的时间，提高了加热效率。同时

新型中间包浇注区的温度分布更均匀，流场分布更合理，这是由于从通道流出的两股钢液交汇在一起搅拌

的结果。图 9是加热功率为 800kW时，两种中间包出口处的温度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开始加热

时两种中间包的出口温度都会产生一定的波动，这主要是由于高温钢液与低温钢液相互作用产生的，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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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稳步上升，而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的加热效率要高于传统直线通道感应加热中

间包，所以在相同条件下，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的能耗更低。加热约 20min后，温度逐渐趋于平稳。 

 

 
图 8 加热功率为 800kW 时两种中间包的温度场 

（a）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的温度场，（b）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的温度场 
Fig.8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t the vertical section of tundish with 800kW induction heating power. (a) Linear type.(b) 

Arc-shaped. 

 
图 9 两种中间包加热效率比较 

Fig.9 Comparison of the heating efficiency between two kinds of tundish 

 
图 10 为两种中间包在不同加热功率下的夹杂物去除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两种中间包而言，随着

加热功率的提高，夹杂物的去除率逐渐升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功率的增加，夹杂物碰撞长大的几率增大，

夹杂物粒径增加，动量减少，因而容易上浮去除。而当加热功率相同时，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的夹杂物去

除率均高于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这主要是因为通道形状的改变，使钢液从通道流出后首先交汇在一起，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夹杂物的碰撞长大，而且通道长度的增加也会增大夹杂物的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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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两种中间包的夹杂物去除率比较 

Fig.10 Comparison of the inclusion removal rate between two kinds of tundish 

3 结论 

1）感应电流主要分布在通道附近区域，电流通过两个通道形成一个闭合回路。根据就近原则，靠近

线圈区域的电磁场强度要高于其他区域。电磁场和感应电流作用产生电磁力，通道内的电磁力指向通道中

心。感应电流和钢液电阻作用产生焦耳热，所以焦耳热的分布规律和感应电流基本相同。 

2）在相同条件下，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的加热效率高于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能耗更低，同时它的

温度分布更均匀，低温区范围更小。而且新型感应加热中间包改善了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卷渣的问题，同

时也不会冲击到浇注区前壁面，减少了耐火材料的消耗。 

3）对两种中间包而言，随着加热功率的提高，夹杂物去除率逐渐升高，而当加热功率相同时，新型

感应加热中间包的夹杂物去除率均高于传统感应加热中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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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夹杂物穿过钢渣界面行为的物理模拟研究 

周业连，邓志银，朱苗勇，郑淑国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本文物理模拟了不同液态夹杂物（煤油、豆油和泵油）穿过不同水-油（煤油、豆油和泵油）界面的运动过程。并

采用高速摄像仪记录了液态夹杂物在界面处的运动轨迹。结果显示：液态夹杂物穿过水-油界面过程中在其与界面之间形成

一液膜。该液膜是液态夹杂物长时间停留在水-油界面的主要原因。同时，顶渣密度和钢-渣界面张力是液态夹杂物在界面

处停留时间的主要影响因素。顶渣密度越大，钢-渣界面张力越大，则液态夹杂物在界面处停留的时间越短。 

关键词：液体夹杂物；液膜；物理模拟；分离过程；钢渣界面 

Physical model for Motion Behavior of Liquid Inclusions at Steel-Slag 

Interface 

ZHOU Ye-lian, DENG Zhi-yin, ZHU Miao-yong, ZHENG Shu-guo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orresponding author: ZHU Miao-yong, E-mail: 

myzhu@smm.neu.edu.cn) 

Abstract：A physical model for the separation process of different liquid inclusions (kerosene, bean oil and pump 

oil) at the different water-oil (kerosene, bean oil and pump oil) interface was carried out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behavior of liquid inclusions at the interface has been recorded using a digital camer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water film is formed between liquid inclusions and the interface, and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inclusions 

remaining the interface with a long resistance time. Meanwhile, slag density and steel-slag interfacial tens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affect the resistance time of liquid inclusions at the interface. Larger slag density and 

steel-slag interfacial tension can shorten the resistance time. 

Key words：liquid inclusion, liquid film, physical model, separation process, steel-slag interface

1  前言 

非金属夹杂物是钢产品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1, 2]。在生产过程中，夹杂物的生成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对夹杂物的去除过程进行研究就十分必要。Lee 等[3]和 Misra 等[4]通过高温共聚焦显微镜(CLMS)研究了夹

杂物在钢-渣界面的分离行为，结果发现液态夹杂物在钢-渣界面处停留 2-7 s。同时，实际生产中，钢包内

钢-渣界面下的钢液不断向包壁水平流动，遇到包壁后转向熔池内部流动[5, 6]。因此，上浮到钢-渣界面处的

液态夹杂物在穿过界面的同时随流动的钢液作水平运动。若液态夹杂物运动到包壁处仍未进入渣层，则将

被钢液流重新携带至熔池中。因此，研究液态夹杂物在钢-渣界面处停留时间的影响因素以促进液态夹杂

物快速进入渣层中就十分重要。 

本文物理模拟了液态夹杂物穿过钢-渣界面的运动过程，研究了不同液态夹杂物（煤油、豆油和泵油）

在不同水-油（煤油、豆油和泵油）界面下停留时间的变化规律，以获得该过程的影响因素，从而为现场

生产有关改善钢液洁净度的操作提供参考方向。 

2  实验 

根据文献[7]可知，虽然物理模拟实验不能定量分析液态夹杂物穿过钢-渣界面的过程。但是，在本实

验中得到的有关界面现象在实际生产中将更为显著。同时，Magnelöv 等[8]实验指出液态夹杂物的尺寸对其

在界面处的停留时间的影响不大。因此，本文中物理模拟实验获得相关性质对液态夹杂物在钢-渣界面处

停留时间的影响规律对实际生产过程同样有效。 

2.1 实验材料 

本模拟实验中采用煤油、豆油和泵油模拟了顶渣和液态夹杂物。模拟物的主要物理性质如表 1 所列。

其中，煤油、豆油和泵油的黏度和表面张力是分别采用 RTW-10 型熔体物性综合测定仪和 BZY-1 型表面

张力仪测量得到的数据。本文中模拟液态夹杂物的液滴的直径为 5.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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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中材料的物理性质 

Table 1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for water simulation 

Item Simulant 
Density 

kg/m3 

Viscosity 

mPa·s 

Surface tension 

mN/m 

Molten steel Water 1000 1.14 72.8 

Slag/ 

Liquid inclusion 

Kerosene 841 2.7 28.1 

Bean oil 922 59.2 28.6 

Pump oil 866 273.7 31.7 

 

2.2 实验过程 

液态夹杂物在钢-渣界面处分离过程的模拟实验装置如图 2 所示。实验过程中，液态夹杂物通过注射

器和软管释放到水中，液滴的尺寸通过软管的直径控制。同时，采用 HiSpec 3 高速摄像机记录液态夹杂

物在水-油界面处的运动轨迹。为了详尽地反映出夹杂物在水-油界面处的运动特性，本文选择了两个观测

点对同一组实验分别进行记录。其中，观察点 1 位于界面水平方向，观察点 2 位于界面斜上方，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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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setup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3.1 液态夹杂物在水-油界面处的运动行为 
 

 

图 2 液态夹杂物在水-泵油界面的照片（观测点 1） 

Fig.2 Photos of liquid inclusion at water-pump oil interface (Observation-1) 

 

为了揭示液态夹杂物在水-油界面处的运动行为，本文模拟了不同液态夹杂物（煤油、泵油和豆油）

穿过不同水-油（煤油、泵油和豆油）界面的运动过程，结果显示液态夹杂物穿过水-油界面的运动行为非

常类似。豆油颜色为黄色透明，而泵油是无色透明的。这使得豆油液滴在水-油界面处的运动特性显示地

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以液态夹杂物(豆油)穿过水-泵油界面为例，描述液态夹杂物穿过水-油界面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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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图 2 显示的是通过观测点 1 记录的液态夹杂物（豆油）穿过水-泵油界面的运动照片。如图 2(a)-2(c)

所示，液态夹杂物撞击到界面 0.4 s 后停留在水-油界面处，持续时间近 11 s。随后液态夹杂物在 0.3 s 内瞬

间穿过水-油界面进入渣层，如图 2(d)-2(h)所示。 
 

 

图 3 液态夹杂物在水-泵油界面处的照片（观测点 2） 

Fig.3 Photos of liquid inclusion at water-pump oil interface (Observation-2) 

图 3 是通过观测点 2 记录的液态夹杂物（豆油）在水-泵油界面处的照片。需要说明的是，图 3 和图 2

是从不同观测点记录的重复实验，因此时间上略有差异。不过，从图中仍可以观察到与图 3 中相同的运动

特性。此外，可清晰发现液态夹杂物停留在水-油界面处时，夹杂物与界面之间存在液膜。因厚度不同而

在凸起周围形成的光圈（如图 3(c)和 3(d)所示）以及图 3(d)和图 3(e)所显示的液面凸起颜色的差异（黄色

为豆油，无色是泵油）是液膜存在的最直接证据。 

综上所述，液态夹杂物穿过水-泵油界面时，在其与界面之间形成一液膜。同时，从时间上看，液膜

排液过程缓慢且是其穿过钢-渣界面过程的主要运动。 

3.2 液态夹杂物在水-油界面处停留时间的影响因素 

为了真实反映夹杂物在不同水-油界面下分离时间（停留时间）的变化规律，本文在同一条件下，至

少重复实验 20 次，得到的平均停留时间实验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中清晰地看出，同一液态夹杂物（不

论煤油、泵油和豆油）在水-豆油界面下的分离时间最短，而在水-煤油界面下的分离时间最长；在相同的

水-油界面下，煤油液滴的分离时间最短，而豆油的分离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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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液态夹杂物在不同油-水界面处的停留时间 

Fig.4 Rest time of different liquid inclusions at different water-oil interface 

根据文献[9]可知，顶渣密度越大，停留在界面处的液态夹杂物所受浮力越大。由此可知，液态夹杂

物在水-豆油界面下所受浮力最大，其次是水-泵油界面下，所受浮力最小的是在水-煤油下。根据图 4 可知，

不同的液态夹杂物（煤油、泵油和豆油）在水-豆油界面下的停留时间均最短，其次是水-泵油界面下，停

留时间最长的是在水-煤油界面下。由此可知，顶渣密度越大，液态夹杂物所受浮力越大，则其在界面处

的停留时间也就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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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液态夹杂物在水-煤油界面处受到的浮力大小 

Fig.5 Buoyancy force acting on different liquid inclusions at water-kerosene interface 

图 5 是不同液态夹杂物在水-煤油界面下所受浮力小大。结合图 4 可知，由于煤油液滴在水-煤油界面

下所受浮力最大，因此，其在界面处的停留时间也最短。同样，豆油液滴在水-煤油界面下所受浮力最小，

从而其在界面处的停留时间也最长。这进一步地表明浮力对液体夹杂物在界面处停留时间的影响。从而更

加证实了顶渣密度对液态夹杂物在界面处停留时间的重要性。 

图 6 给出了不同液态夹杂物（煤油、泵油和豆油）在与其成分相同的油层下所受的浮力大小。从图中

发现，豆油液滴在水-豆油界面下所受浮力最小，而煤油液滴在水-煤油界面下所受浮力最大。然而，豆油

液滴在水-豆油界面下的停留时间最短，而煤油液滴在水-煤油界面下的停留时间最长。这表明除了顶渣密

度外，存在其他性质对液态夹杂物在界面处的停留时间存在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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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液态夹杂物在不同水-油界面受到的浮力大小 

Fig.6 Buoyancy force acting on different liquid inclusions at different water-oil interface 

 

根据文献[10]中两液体间的界面张力计算公式，获得了图 4 中水-豆油、水-泵油和水-煤油的界面张力

分别是 59 mN/m、51.9 mN/m 和 51.4 mN/m。同时，物理模拟实验结果显示液态夹杂物在水-豆油界面下停

留时间最短，其次是水-泵油界面，停留时间最长的是在水-煤油界面。由此可知，随着水-油界面张力的增

大，液态夹杂物在界面处的停留时间缩短。 

总之，在不同水-油界面条件下，图 4 中的水-豆油界面张力最大，豆油密度最大，所以液态夹杂物在

水-豆油界面处的停留时间最短；而相同水-油界面条件下，图 4 中的煤油液滴所受浮力最大，因而其在水

-油界面处的停留时最短。因此，钢-渣界面张力和顶渣密度是液态夹杂物穿过钢-渣界面的主要影响因素。 

4. 结论 

本文对液态夹杂物穿过钢-渣界面的运动过程进行了物理模拟，研究不同液态夹杂物（煤油、豆油和

泵油）在不同水-油界面（煤油、豆油和泵油）下的停留时间，得到如下结论： 

（1）液态夹杂物穿过钢-渣界面过程中在其与界面之间形成一液膜，该液膜的存在导致了液态夹杂物

长时间停留在钢-渣界面处； 

（2）顶渣密度和钢-渣界面张力是液态夹杂物在界面处停留时间的主要影响因素，增大顶渣密度和钢

-渣界面张力均能缩短液态夹杂物在界面处的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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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镇静低氧钢精炼渣流动性优化 
 

成  刘，邓志银，迟云广，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精炼渣的流动性对夹杂物吸收性能等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分别采用化学试剂和工业精炼渣进行实验室研

究，研究了温度和 Al2O3 含量对精炼渣流动特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工业精炼渣的流动性明显优于化学试剂

渣，采用化学试剂配制精炼渣模拟工业流动性存在较大的偏差。研究通过配制工业精炼渣，最终优化得出具有良

好流动性的高碱度精炼渣成分范围。在碱度为 9，MgO 含量为 5%的条件下，要使工业渣的流动性最好，氧化铝

含量应该控制在 30%左右。 

关键词：流动性；精炼渣；高碱度；黏度 

Flowability optimization of refining slag for Al-killed steel grades 

with low oxygen content 

CHENG Liu, DENG Zhi-yin, CHI Yun-guang,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DENG Zhi-yin, E-mail: 

dengzy@smm.neu.edu) 

Abstract：The flowability of refining slag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bsorption of inclusions. In 

this study, industrial slag and reagent slag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Al2O3 

contents on the flowability of refining slag. It is found that industrial slag presents a better flowability 

compared with reagent slag. A big deviation will be seen when reagent slags are employed to simulate 

the industrial slag during the measurement of slag viscosity. An optimized slag composition with a good 

flowability is given on the basis of an industrial slag. When the MgO content is 5%, 30% Al2O3 would 

present the best flowability for the industrial slag with a high basicity of 9.  

Key words：flowability; refining slag; high basicity; viscosit

随着科技的发展，钢铁用户对钢中的全氧含量和夹杂物数量、尺寸以及分布等有严格的要求。为了减

少钢中的夹杂物，提高钢种的洁净度，须使用具有良好性能的精炼渣。Park
[1]等认为当渣的黏度越小，夹

杂物溶解所需时间越少，渣吸收并去除夹杂物的效率越高。Reis
[2]等也持相同的观点。由此可见，黏度作

为渣重要的物理性质之一，对夹杂物的去除有重要影响[3]。 

精炼渣系多以 CaO-Al2O3-MgO-SiO2四元渣系为主。一些学者研究了渣中各组元对渣流动性的影响，

这些研究大多依赖于实验室研究[1, 4]，还有一部分基于热力学计算[5]。由于实验室采用化学试剂配制渣料，

不能涉及实际渣中的很多杂质组元，研究的结果与实际渣料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热力学软件也面临同样

的问题，计算得到的结果往往与实际偏差较大。此外，部分学者为改善渣的流动性，还考察了 CaF2 对渣

流动性的影响[1]。由于萤石的使用会带来环境问题，且影响操作工人的健康，近年来并不提倡使用。 

高碱度精炼渣在洁净钢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有关渣流动性的研究多集中于高炉渣和连

铸保护渣[6-7, 8]，关于精炼渣尤其是高碱度精炼渣的文献报导相对较少。实际生产中也经常出现精炼渣流动

性差的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对 CaO-Al2O3-MgO -SiO2 精炼渣系的成分进一步优化，改善其流动性。 

本文针对 CaO-Al2O3-MgO-SiO2精炼渣系，对比了化学试制配制渣与工业精炼渣系的流动行为差异，

并考察了温度、Al2O3 含量对高碱度精炼渣流动性的影响，优化得出合适的精炼渣成分范围。 

1  实验 

实验选用精炼渣主要分为三组，如表 1 所示：第一组是完全以分析纯化学试剂配制而成的精炼渣（编

号 A1-A2，以下简称为试剂渣）；第二组是以实际工业精炼渣（取自国内某钢铁企业 LF 精炼终渣）为基

础，利用纯化学试剂对其成分进行稍作调整，得到不同碱度和不同 Al2O3 含量的工业渣（编号 B1-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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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是采用工业造渣剂（工业石灰和预熔合成渣）和少量化学试剂（氧化铝和氧化镁，用以模拟进入渣

的夹杂物增量和耐火材料侵蚀）在实验室配制得到的精炼渣，编号 C1。全部渣样配好之后均通过管式电

阻炉在 1600 °C 条件下预熔 4 小时，使渣充分混合均匀后淬火待用。 
 

表 1 精炼渣化学成分(质量百分比，%) 

Table 1 Composition of refining slags (mass%) 

编号 CaO Al2O3 MgO SiO2 R 原料 

A1 52.0 33.3 5.2 9.5 5.5 
化学试剂 

A2 58.8 29.7 4.9 6.6 9 

B1 50.0 32.0 5.0 9.0 5.5 

工业渣 

B2 61.6 25.8 5.3 7.3 8.5 

B3 58.8 29.7 4.9 6.6 9 

B4 53.9 35.4 4.8 5.9 9 

B5 51.0 39.0 4.4 5.6 9 

B6 46.8 43.7 4.3 5.2 9 

C1 55.2 35.2 4.3 5.3 10 工业造渣剂 

 

实验采用的黏度测量装置为东北大学 RTW-10 型熔体物性综合测定仪，黏度测量方法为旋转柱体法，

图 1 为黏度装置测量示意图。 

 

 
图 1 黏度测量装置示意图 

Fig.1 Experimental setup 
 

测量黏度前，将 140 g 渣样盛放于钼坩埚中，并将钼坩埚置于石墨保护坩埚中，随炉温升至 1550 °C，

保温 1 小时，然后将钼锤缓慢放入坩埚中并与坩埚保持同心位置。测量黏度时，钼锤在坩埚内匀速旋转，

此时在钼锤和坩埚壁之间的渣液开始运动并形成一定速度梯度，在钼锤上将产生一个力矩与其平衡。扭矩

传感器精确地测定旋转钼锤的扭矩和角速度并将数据传送给电脑，最后通过电脑软件得出渣的黏度。待每

一组渣样黏度测量完成，炉温回升至 1550 °C 时，将渣样取出淬火，并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ICP)

检测其成分。分析得到的成分经归一化处理，得到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试剂渣与工业精炼渣流动性差异 

图 2 给出了试剂渣与工业精炼渣之间的变温黏度曲线对比情况。从图 2 可以看出，在同一温度条件下，

化学试剂所配精炼渣与现场工业精炼渣的黏度有明显差异。可见，化学试剂渣与工业渣流动性存在较大差

异，并且工业渣黏度比化学试剂渣黏度小，流动性好。随着温度的降低，黏度逐渐增大，这种差异也越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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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试剂渣与工业渣对比 

Fig.2 Comparison between industrial slag and reagent slag 
 

从图 2 还可以看出，当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渣的黏度急剧增加。可知，此时的温度开始接近渣的熔

点。图中工业渣和化学试剂渣在黏度剧增时的温度分别约为 1350 °C 和 1450 °C。由此可见工业渣的熔点

相比化学试剂渣更低。这是由于工业精炼渣中除了 CaO、SiO2、Al2O3 和 MgO 四种基本成分外还含有一

些杂质，如 FeO 和 TiO2 等。这些少量杂质的存在，有利于降低渣的熔点，改善渣的流动性。对比两种渣

的实验结果可知，采用化学试剂渣并不能很好地模拟工业实际。因此，要在实验室优化精炼渣的流动性并

应用于工业生产，应尽可能避免采用化学试剂。 
 

 
图 3 工业渣与造渣剂配渣黏度对比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industrial slag and slag formers 
 

此外，本文进一步对比了采用工业造渣剂配制的精炼渣和实际工业渣的区别，其结果如图 3 所示。相

对于化学试剂渣，采用工业造渣剂配制的精炼渣成分更接近于工业现场。它与工业渣的区别则在于，其并

非来自生产现场，没有受到转炉出钢下渣和精炼过程渣面脱氧剂的影响。从图 3 对比结果来看，造渣剂配

制的精炼渣与工业渣流动性仍然有一定的区别。特别的，在高温区，两者黏度曲线基本吻合；而当温度小

于约 1425 °C 时，两种渣黏度差异随着温度降低逐渐增大，工业渣黏度低于造渣剂配渣，流动性偏好。由

曲线也可以推测，工业渣的熔点也相对较低。 

从实验结果看出，无论是化学试剂渣还是造渣剂所配制的精炼渣，均与工业精炼渣有一定的差异。尽

管与采用化学试剂渣相比，采用工业造渣剂所配制的渣要更接近实际，但其仍然有一定偏差。因此，作者

建议在实验室采用实际工业精炼渣为原料研究渣流动性，其结果更贴近实际。 

2.2  氧化铝含量对高碱度工业精炼渣黏度的影响 

结合前面的研究结果，考虑到化学试剂渣与工业精炼渣之间的差异，为了得出更贴近生产实际的最优

氧化铝含量范围，现选择某钢铁企业 LF 高碱度(R=9)工业精炼渣，研究氧化铝含量对工业渣流动性的影响。

特别的，表 1 中渣系 B2-B6 的 Al2O3含量范围在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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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氧化铝含量变温黏度曲线 

Fig.4 Slag viscosit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图 5 由 FactSage 计算得到的渣系等温曲线 

Fig.5 Slag isotherm calculated by FactSage 
 

图 4 为工业渣系不同氧化铝含量变温黏度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温度降低，渣黏度逐渐增大，

并且渣的黏度随氧化铝含量的增加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当氧化铝含量从 25%左右上升到 30%左右

时，渣的黏度急剧减小，随着氧化铝含量进一步增加，渣黏度逐渐增大。在高温区(1500 °C-1550 °C)，黏

度随氧化铝含量变化趋势变缓。可见，当氧化铝含量为 30%左右时，工业渣的黏度最小、流动性最好。同

时，由测量结果可推测，不同氧化铝含量渣系的熔点也呈现相似的趋势。渣的熔点越高，同等温度下其黏

度越大，流动性越差。 

为了对比，图 5 给出了由 FactSage 计算得到的 CaO-SiO2-Al2O3-5%MgO 渣系等温曲线。图中红色虚

线表示此成分的渣系碱度为 9。从图 5 可以看出，只考虑 CaO-SiO2-Al2O3-5%MgO 四元系，渣系的熔点较

高，碱度为 9 的渣系 Al2O3 含量在 35%-55%范围内时渣系的熔点最低。因此，通常认为高碱度渣系中的

Al2O3 含量应尽可能高一些，以保证渣系的流动性。事实上，依据本文的实验结果，过高的 Al2O3 含量并

不能改善工业精炼渣的流动性，对于碱度为 9 的工业精炼渣，适宜的氧化铝含量应控制在 30%左右。这种

差异应该与工业精炼渣中的杂质有关。Yoon 等[9]认为，渣中 C/A 为 1.7-1.8 时，渣的流动性较好。这个参

考值在工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0]，而本实验渣系的 C/A 值(2.0)与 Yoon 等的推荐值仍有所差异。因此，

在考虑精炼渣的流动性时，应该结合工业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氧化铝含量。 

3  结论 

1) 用化学试剂模拟工业精炼渣存在较大偏差，工业精炼渣流动性优于化学试剂渣，采用实际工业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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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料模拟渣的流动性，其结果更贴近实际。 

2) 在考虑精炼渣流动性时，应该结合工业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氧化铝含量。在碱度为 9，MgO 含量

为 5%的条件下，要使工业渣的流动性最好，氧化铝含量应该控制在 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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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矾土代替萤石造 LF 精炼渣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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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使用石灰作为渣料，使用铁矾土作为助熔剂，并且辅以碳化硅、电石和硅钙粉造 LF 精炼渣

的方法。实践结果表明：添加适宜量的铁矾土，能有效的调整 LF 精炼渣成分，降低炉渣熔点促进化渣；用铁矾

土代替萤石造精炼渣能显著改善操作条件，提高钢包耐材寿命，降低炼钢成本，同时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关键词：铁矾土；萤石；LF；精炼渣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aking LF Refining Slag by 

Bauxite Instead of Fluorite  

FANG Zhi-qi, DING Sheng-li, WEN Chun-pu, WU Yu-chen, HAN Chun-liang 
(Business Department of Bar,Chengde Iron and Steel Company, Hebei Iron and Steel Group, Chengde, Hebei, 

067002,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FANG Zhi-qi, E-mail: 61088557@qq.com) 

Abstract：A method of making LF refining slag has been proposed. Lime is used as a material of slag. 

Bauxite is considered as flux. Silicon carbide, calcium carbide and calcium silicon are used also to make 

the slag more better. The results of practice showed that: adding appropriate amount of bauxite can 

effectively adjust the LF refining slag composition, and reduce the melting point of slag. Making 

refining slag by bauxite instead of fluorit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improve 

the life of the ladle refractory material, reduce the cost of steelmaking, reduce the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bauxite; fluorite; ladle furnace; refining slag

由于萤石的主要成分是 CaF2，使其具有熔点低且与 CaO、CaSiO3 生成低熔点共晶物质的特征，故传

统的 LF 炉外精炼工艺大多采用萤石作为助熔剂进行造渣。但是，萤石会与渣中的多种氧化物反应，生成

含氟气体，严重污染环境、侵蚀设备和损害人员健康[1,2]。萤石的化渣助熔作用会随着含氟气体的挥发而

逐渐失效，因而萤石的化渣助熔作用时间短，不利于炉渣稳定，影响冶炼顺利进行。此外，含 CaF2 的炉

渣会对钢包耐材产生严重的侵蚀，降低钢包的使用寿命，增加钢铁企业的成本负担[3~6]。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钢包使用寿命，减少对环境和人身健康的危害，河钢承钢改进了现行的造渣

工艺，在 100 t LF 炉上进行了铁矾土代替萤石造渣的试验，经过多炉次的试验研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现已成功投入使用。 

1  渣系的设计 

通过相关文献和 CaO-Al2O3 相图可知，增加炉渣中的 Al2O3 含量可以促使 Al2O3 与 CaO 形成低熔点

化合物 12CaO·7 Al2O3 促进化渣[7,8]。铁矾土 Al2O3的含量较高，可达到 45%以上，且铁矾土中所含有的

SiO2和 Fe3O4 成分都具有很好的助熔效果，所以本实验选用铁矾土代替萤石作为助熔剂，通过调节铁矾土

的加入量，将渣中的 CaO 与 Al2O3 控制在以低熔点的铝酸钙 12CaO·7 Al2O3为主体相范围内。12CaO·7 

Al2O3在 CaO-Al2O3 相图中的位置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12CaO·7 Al2O3 的熔点为 1362℃比萤石的熔

点 1371℃要低，且这种化合物所具有的多孔疏松结构，使其更易于熔解，同时可作为促进渣中其它组分

熔化的熔剂，使精炼渣的总体熔点下降。因此用本方法造的精炼渣具有熔点低的特性，有利于精炼渣的快

速形成，提高冶炼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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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aO-Al2O3 相图 

Fig.1 The phase diagram of CaO-Al2O3 

1.1  渣成分与脱硫能力间的定量关系 

CaO-Al2O3-SiO2-MgO 渣系的硫的分配系数和硫容量之间存在下列关系[7,9]： 

][lglg30.1/770])([))((lg OS aCTSS        (1) 

炉渣的脱硫能力可以根据式（1）进行计算，炉渣的硫容量 CS 可以根据式（2）~（4）渣钢间的平衡

反应来计算。 

][)()(][ 22 OSOS  
      (2) 

3.126.12lg SC           (3) 

... BBAA XX        (4) 

可知渣的硫容量取决于渣的组成，渣的脱硫能力是光学碱度、温度和钢水氧化性 ][oa 的函数。 

1.2  渣成分与脱氧能力间的定量关系 

精炼渣要具有一定的脱氧能力，不仅要考虑钢中溶解氧，还要考虑钢液中脱氧产物的去处。精炼渣脱

氧能力的大小可用式（5）进行计算[10]。 
214.146539.213817.744) TO（     (5) 

1.3  渣成分与发泡能力的关系 

LF 炉精炼渣的泡沫埋弧作用，不仅可以减少钢液温度的损失，电弧对包衬的辐射，还能降低钢液的

吸气量。渣成分的合适配比与适宜的物性是气-渣能够充分乳化、增强熔渣储泡能力的关键。发泡指数与

光学碱度的关系式为[11-12]： 

)1014.0)348.080.162)266.0-50.23056.79- 32

3

32

2

32 OAlOAlOAl （（（    (6)

根据以上精炼渣的脱硫、去氧、发泡能力与光学碱度的关系，联立式（1）~（6），并将钢水中的硫含量，

全氧含量、白渣等作为优化条件，可建成非线性优化方程组，对方程进行求解可得到精炼渣目标成分，如

表 1 所示。 

表 1 LF 精炼炉渣目标成分组成/% 
Tab.1 The target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LF slag/% 

CaO SiO2 Al203 FeO MnO 

30-45 15-25 8-15 1-2 1-2 

2  试验过程 

2.1  原料分析 

用石灰作为渣料，使用铁矾土作为助溶剂，并且辅以碳化硅、电石和硅钙粉在 LF 炉中精炼造渣，

所用原料的主要化学成分如表 2~6 所示。 

 

 

 

82



炼钢连铸 

- 83 - 

表 2 铁矾土主要化学成分/% 
Tab.2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bauxite/% 

Al203 SiO2 TFe 水分 

≥45 10-20 5-15 ≤1.5 

表 3 石灰主要化学成分/% 
Tab.3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lime/% 

CaO SiO2 S P 

≥90 ≤3.0 ≤0.05 0.015 

表 4 硅钙粉主要化学成分/% 
Tab.4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alcium silicon/% 

Ca Si C Al P/S 

≥28 55-65 ≤0.8 ≤2.4 ≤0.05 

表 5 碳化硅主要化学成分/% 
Tab.5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ilicon carbide/% 

Si C 

≥60 10-14 

 

表 6 电石主要化学成分/% 
Tab.6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alcium carbide/% 

CaC2 S 

72-78 ≤0.07 

2.2  工艺方案 

整个精炼过程中，石灰的加入总量为 2kg-6kg/t 钢，铁矾土的加入总量为 2kg-4kg/t 钢，碳化硅的加入

总量为 0.5kg-1.5kg/t 钢；钢水到达 LF 精炼站后，先将石灰、铁矾土和碳化硅物料向钢包内加入总量的 2/3，

其余在加热过程中视炉渣熔化情况加入；在下降电极前加入 0.2kg-0.4kg/t 钢的电石，然后下降电极进行造

还原渣精炼，为了确保整个 LF 精炼过程炉渣发泡，需使用电石 0.5kg-1.2kg/t 钢；在精炼过程中，根据当

前炉次的脱硫任务和炉渣的冶炼状况，向渣中投入 0.2kg-0.5kg/t 钢的硅钙粉。 

3  结果与讨论 

3.1  应用效果© 

用上述方法进行 LF 炉精炼生产中，精炼渣表现出熔点低、化渣快，脱氧、脱硫能力强，钢包内衬寿命长

等特点，并且炉渣状况稳定，始终处在较好状态并能够保障埋弧精炼的效果。为了验证该方法造的 LF 炉

精炼渣是否满足预设的渣成分要求，选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炉次的精炼渣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LF 精炼渣成分/% 
Tab.7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LF slag/% 

炉次 CaO SiO2 Al203 FeO MnO 

1 41.1 20.3 13.5 1.9 1.1 

2 38.6 24.0 12.2 1.3 1.2 

3 42.0 21.7 9.1 1.4 1.8 

4 31.5 16.2 9.5 1.1 1.7 

从表 7 可以看出精炼渣的成分控制较好，均达到了表 1 设定的目标范围。 

3.2  效益分析 

随着人们的不断开采，萤石资源日益短缺，价格不断提升，当前价格均在 1200 元/t 以上。铁矾土由

于资源丰富，价格相对便宜（600 元/t 左右）。使用铁矾土代替萤石造精炼渣，吨渣成本能降低 200~300

元。用铁矾土代替萤石造渣，不仅能够减轻萤石对钢包耐火材料的侵蚀，提高钢包的使用寿命，而且减少

了萤石产生的氟化物对除尘设备、水质和人身健康带来的危害，具有很大的经济和环保效益。 

4  结  论 

1)铁矾土能有效的调整 LF 炉精炼渣成分，降低炉渣熔点，促进化渣。使用铁矾土代替萤石作为助熔

剂造精炼渣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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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价格低廉的铁矾土代替萤石造 LF炉精炼渣能够显著降低生产成本，吨渣成本降低 200~300元。 

3)LF 炉用铁矾土代替萤石进行造渣，能明显改善操作条件，提高钢包耐材和除尘设备的使用寿命，

降低对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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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钛高炉渣用于 LF 精炼渣的试验研究 

高晓丽，张俊粉，王  琪，辛  力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河钢承钢采用钒钛磁铁矿进行高炉冶炼，含钛高炉渣是高炉冶炼的主要副产品，存在产量大、环境污染

严重且综合利用水平低的问题，因此，含钛高炉渣的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迫在眉睫。本文针对低钛高炉渣作为

LF 精炼渣球的主要原料，分别与钢包渣、连铸浇余渣作为造渣料进行对比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冶炼 HRB400E 

螺纹钢过程中，LF 精炼渣球可以将螺纹钢中的 S 含量控制在钢种要求范围之内，并且在钢液初始 S 含量较低的

情况下，脱硫率控制在 10%~41.5%之间，其脱硫率与现行工艺（折渣和包渣）冶炼 HRB400E 冶金效果相当。成

材产品质量全部合格。LF 精炼渣球所生成的前期渣样和终渣样成分在现工艺（折渣和包渣）的控制范围之内。 

关键词：低钛高炉渣；LF 精炼渣；脱硫率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itanium-lean Blast 

Furnace Slag in the LF Refining Process  

Gao Xiao-li, Zhang Jun-fen, Wang Qi, Xin Li 
(HBIS Company Limited Chengde Branch, Chengde Shenyang 06700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GAO Xiao-li, 

E-mail: 64927231@qq.com) 

Abstract：As a main byproduct originated from the smelting of vanadium and titanium magnetite in 

blast furnace, the Ti-bearing blast furnace slag has raised issues like seve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utilization due to its large output, thus the safety treatment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is study, the Ti-lean blast furnace slag was employed 

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LF refining slag balls, whereas, the ladle slag and continuous casting slag 

were selected as refer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lfur content could be tuned in an appropriate 

range during the refining process of screw thread steel (HRB400E), and the desulfurization rate could be 

kept in the range of 10 ~ 41.5% given the low initial sulfur concentration in the hot metal. Moreover, the 

desulfurization is comparative to the current smelting production of HRB400E steel, and the quality of 

the final products satisfies the specific standards.  

Key words： Ti-lean furnace slag, LF refining slag, desulfurization rate

含钛高炉渣是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产生的副产品，其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以下三点：①产量巨大，

难以消纳；②污染环境；③综合利用水平低[1-2]。因此，针对含钛高炉渣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应该寻

求新的突破，建立含钛高炉渣资源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已迫在眉睫。在钢铁产能过剩、环保要

求高的当前，作为含钛高炉渣的生产企业能够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将会为企业带来新的活力和效益增长点
[3-4]。 

本研究半工业化实验对低硫低钛高炉渣配制 LF 精炼渣及工业实验等进行系统的研究[5-6]。采用本研

究工艺，LF 精炼渣料消耗成本有所降低，环境和经济效益显著，为承钢低钛高炉渣资源化综合利用探索

出一条节能、环保、高效的新途径[7]。 

1  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原料为河钢承钢所产低钛高炉渣，将低钛高炉渣中 S 元素进行脱除后，使用 95%的低

钛高炉渣和 5%的粘结剂进行造球，制得 LF 精炼渣球，其主要成分表 1-1 所示。实验共生产 LF 精炼渣

球 3.8t，所制备 LF 精炼渣球现场照片和尺寸图 1-1 所示。 

表 1-1 LF 精炼渣球主要成分 

Table 1-1 The main composition of the LF refining slag balls 

成分 CaO SiO2 Al2O3 MgO TiO2 V2O5 FeO S P 

含量/% 35.44 29.25 12.66 9.78 6.49 0.13 1.01 0.229 0.019 

备注 CaO/ SiO2=1.21 （CaO+ MgO）/（SiO2+ Al2O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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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a) LF 精炼渣现场照片 (b) 球体尺寸图 

Figure. 1-1 The image of the LF refining slag (a), and the size of the slag balls (b). 

LF 精炼渣球呈扁圆形体，球体最长直径为 5~5.5min。经抗压检测球体强度均≥700N，球体水分均

≤1.0%，均满足 LF 精炼炉物料入炉要求。本次实验钢种为 HRB400E，其国标成分如表 1-2 所示。 

表 1-2 HRB400E 螺纹钢国际化学成分 

Table 1-2.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HRB400E screw-thread steel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wt.%).  

规格/mm C Si Mn V P/S Ceq/% 

Φ12 Φ14 ≤0.25 ≤0.50 ≤1.60 ≤0.10 ≤0.045 ≤0.52 

本研究设计三种实验方案，分别对 LF 精炼渣球、连铸浇余渣折渣和钢包渣进行实验，共 13 炉次，

其加料方案如表 1-3 所示。其中小粒灰数据已包括炉前出钢时加入的重量，脱氧剂为铝钙粉，其正常加

入量为 20~30kg/炉。 

表 1-3 加料方案 

Table 1-3 Amounts of various materials added during the refining process. 

序号 小粒灰 改质剂 LF 造渣球 钢包渣 脱氧剂 是否折渣 备注 

1 500 100 400 — 40 否  

2 600 150 400 — 40 否  

3 500 — 600 
— 

20 否  

4 550 — 600 
— 

60 否 炉次下渣 

5 300 — 600 
— 

30 否  

6 300 — 600 
— 

30 否  

7 400 — 600 
— 

20 否 出钢未加灰 

8 300 200 550 
— 

30 否 出钢加灰量不详 

9 280 — — 
— 

20 是  

10 280 — — — 60 是  

11 500 120 — 400 35 否  

12 500 100 — 450 60 否  

13 500 100 — 400 50 否  

其中1-8号为LF精炼渣球实验炉次，9-10号为折渣实验炉次，11-13号为包渣实验炉次。为了对比三种

实验方案的脱硫率及冶炼效果分别取钢水初始样、前样和后样，LF 精炼渣前样和终点样进行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LF 精炼渣球对钢水成分的影响 

(1) LF 精炼渣对脱硫率的影响 

图 2-1 给出了三种不同 LF 造渣工艺对钢液中[S]含量的变化情况，图 2-2 给出了三种实验方案对脱

硫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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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钢液中[S]含量的变化                  图 2-2  不同造渣料对脱硫率的影响 

Figure 2-1. The effect of slag composition on the sulfur concentration.  Figure 2-2. The dependence of desulfurization 
rate on the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slags. 

由图2-1、2-2可以看出，LF 精炼渣实验脱硫率在10.0%~41.2%之间，其中第4炉次脱硫率为10%，产

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是由于转炉出钢时下渣，炉渣氧化性较强，造成脱硫率较低。此外第3、5、6和7

炉次脱硫率在25%左右，脱硫率基本略低，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钢液中的初始[S]含量较低，炉

渣与钢液的硫分配比较低，致使脱硫率较低，但是在钢液初始[S]含量较低的情况下LF 精炼渣仍具有较好

的脱硫能力。连铸浇余渣折渣炉次的脱硫率变化较大，脱硫效果波动大，并且在初始[S]含量较低的情况

下，折渣炉次的脱硫效果非常差。钢包渣实验的脱硫率在22.0%~45.3%之间，其中第11炉次的脱硫率为

22.0%，且初始[S]含量较高，为0.041%，均高于第5和第7炉次的初始[S]含量，不是受到硫分配比的影响，

致使脱硫率较低，表明采用钢包渣实验炉次操作与高炉渣的脱硫效果相同。第12、13炉次脱硫率较高，分

别为45.3%和43.6%，在造渣物料加入量相同的情况产生这样的效果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初始[S]含量较高，

硫分配比较高；二是第12、13炉次的脱氧剂加入量较高，分别为60kg/炉和50kg/炉，为正常加入量的2~3 倍，

致使脱硫率较高。实验对比表明，LF 精炼渣球可以取得与包渣相同的脱硫效果，并且在初始[S]含量较低

的情况下优于折渣的脱硫效果。 

(2) LF 精炼渣对钢水[Ti]含量及增[Ti]量的影响 

图 2-3 给出了三种实验方案对钢水[Ti]含量的影响。通过图 2-3 可以看出，LF 精炼渣球炉次钢水[Ti]

含量均略高于折渣和包渣实验炉次，其中 LF 精炼渣球钢水平均[Ti]含量为 24.9ppm，折渣和包渣炉次的

平均[Ti]含量为 20.0ppm 和 16ppm。产生这样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实验炉次的初始[Ti]含量原本较高，

二是由于 LF 精炼渣球的主要原料为低钛高炉渣，产生还原反应致使产生增钛现象。因此对三种实验方案

对钢水的增[Ti]量进行研究，三种实验方案对钢水增[Ti]量的影响如图 2-4 所示。由图 2-4 可以看出，LF 精

炼渣球炉次的平均增[Ti]量为 10.3ppm，折渣和包渣实验炉次分别为 7.5ppm 和 7.0ppm，三种实验方案的

增[Ti]量相差较小。表明 LF 精炼渣球实验可能会致使钢液产生增[Ti]现象，但是影响非常小，可忽略不计。 

       
       图 2-3 钢液中[Ti]含量的变化                       图 2-4 不同造渣料对增[Ti]量的影响 

Figure 2-3. The titanium content as a function of the.                Figure 2-4. Titanium increments as a         
constitutions of refining slags                     Function of the compositions of refining slags.  

(3) LF 精炼渣对钢水回磷量的影响 

图 2-5 给出了三种实验方案对钢水回磷量的影响，由图可以看出，三种实验方案均存在没有回磷或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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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磷的现象，但是影响较小，回磷量在 0.001%~0.002%之间，因此，采用 LF 精炼渣球冶炼 HRB400E 

不会产生[P]含量超标的现象。 

   
 图 2-5  不同造渣料对回磷量的影响                     图 2-6 钢液中[Al]含量 

Figure 2-5.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slags on the yield of phosphorus. Figure 2-6. The dependence of aluminum 
concentration on the compositions of 
refining slags  

(4) LF 精炼渣对钢水[Al]含量的影响 

图 2-6 给出了三种实验方案对钢液中[Al]含量的影响。由于 HRB400E 在连铸过程可能会产生保护浇

铸不利的情况，产生絮流现象，其中对于钢中[Al]的控制较为关键，因此本实验对钢中终点[Al]含量进行

了关注。由图 2-6 可以看出三种实验方案中钢水终点[Al]含量相差较小，基本在 30~49ppm 之间，三者相

差非常小，因此采用 LF 精炼渣球冶炼 HRB400E 不会对连铸絮流造成影响。 

2.2  LF 精炼渣球对精炼渣料成本的影响 

冶炼 HRB400E 螺纹钢主要原料为小粒灰、改质剂、钢包渣和 LF 精炼渣球，综合来看，目前承钢

冶炼 HRB400E 钢种，主要采用成本较低折浇余渣和钢包渣冶炼方式，由于受场地的限制，目前折渣率

在 40%~50%之间，剩余部分主要采用钢包渣冶炼的方式。经核算对比折渣成本最低，钢包渣成本较高，

LF 精炼渣球炉次物料成本比包渣炉次成本降低 100 元/炉左右。通过上述分析，使用低硫低钛高炉渣制备

的 LF 精炼渣球冶炼 HRB400E 螺纹钢，不仅可以取得较好的冶炼效果并且使生产成本有所降低。 

3  结  论 

1) 采用低硫低钛高炉渣所制备的 LF 精炼渣球，应用于冶炼 HRB400E 螺纹钢，可以将螺纹钢中的

S 含量控制在国标范围之内，并且在钢液初始 S 含量较低的情况下，脱硫率控制 在 10%~41.5%之间，

其脱硫率与现工艺（浇余渣折渣和钢包渣）冶炼 HRB400E 冶金效果相当，成材质量全部合格，表明采

用低硫低钛高炉渣制备 LF 精炼渣球并用于冶炼 HRB400E 螺纹钢是可行的。 

2) 采用低硫低钛高炉渣制备 LF 精炼渣球用于 LF 精炼渣，不仅可以取得较好的冶炼效果，而且可以

降低成本，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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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硼高强度冷镦钢 ML20MnTiB 冶炼生产实践 
孙福振、吴雨晨、梁新维、康爱元、王金星、杨坤 

（河钢集团承钢公司线材事业部，承德市 067000） 

 

摘  要: 承钢线材事业部120吨炼钢系统采用BOF—LF—CC工艺流程，成功开发含硼高强度冷镦钢ML20MnTiB钢的生产工艺，

通过Al、Ti进行固氮来避免形成B的氧、氮化合物，确保B固溶人奥氏体中提高钢的淬透性。解决了生产中成分Ti、B稳定

问题及钢水可浇性性问题。 

关键词: ML20MnTiB 钢：成分控制：钢水可浇性；生产实践 

ML20MnTiB smelting production practice of high strength cold 

heading steel containing boron 

Sun Fuzhen, Wu Yuchen, Liang Xinwei, Kang Aiyuan, Wang Jinxing, Yang Kun 

Abstract: the steel wire division system 120 tons of steel by BOF-LF-CC proces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boron containing high strength cold heading steel ML20MnTiB, by Al, Ti to avoid the 

formation of oxygen, nitrogen compounds B, B dissolved in austenite to ensure people to enhance the 

hardenability of steel. The stability of Ti and B in production and the problem of liquid steel casting were solved. 

Key words: ML20MnTiB steel; component control; liquid steel casting; production practice

1  前言 

在高强冷镦中，含Ti、B冷镦钢以各项性能指标满足10．9级以上高强度标准件技术要求，冷镦合格率

达到99％以上，在冶炼过程中但因其同时含有Ti、B两种非常活泼元素，在冶炼及浇注过程中极易氧化、

氮化和碳化，造成学成份较难稳定的控制以及浇铸过程产生絮流现象，承钢公司线材事业部为适应市场需

求，通过了解终端用户对使用性能的要求，考虑到钢的冷镦性能和强度、塑性、韧性匹配，化学成分设计

依据GB／T6478《冷镦和冷挤压用钢》中的ML20MnTiB化学成分体系，实际冶炼控制过程中，适当降低

钢中碳含量，同时减少钢中P、S含量，提高钢水纯净度，成分稳定控制以及连铸絮水口等现象得到有效控

制,产品质量完全满足客户要求。 

表1  ML20MnTIB钢种成分（%） 

Table 1  ML20MnTIB steel composition (%) 

成分 C% Mn% Si% 
P% 

S% Al% Ti% B% 

内控标准 0.18- 

0.21 

1.40- 

1.50 

0.10- 

0.15 
≤0.020 ≤0.010 

0.020～
0.040 

0.045- 

0.065 

0.0015- 

0.0035 

转炉控制 0.15- 

0.18 

1.35- 

1.45 

0.05- 

0.10 
≤0.015 ≤0.015 

0.020- 

0.030 
--- --- 

精炼控制 0.19 1.45 0.12 ≤0.015 ≤0.008 0.035 0.060 0.0025 

2  工艺流程 

2.1  设备状况 

承钢 120 吨系统设备情况：铁水脱硫、脱磷装置各一套，三座 120 t 转炉，两座 120 t 双工位 LF 精炼

炉，一座 120t 双工位 VD 炉，两台八机八流小方坯（165*165mm），一台四机四流板坯连铸机

(165*370-525mm)。 

2.2  工艺路线 

工艺路线：提钒---转炉---LF炉精炼---方坯连铸大中包保护浇铸 

2.2.1  转炉冶炼 

(1) 终点控制 

转炉严格控制终点 C、P、S 含量及温度，采用造双渣操作，石灰消耗 30-35kg/t,实行一拉一吹终点碳

控制在 0.06%～0．10％以内，P 含量控制在 0.008%～0.012%，终其中 S 含量的控制，入转炉铁水经过提

钒后后 S 含量达到 0．030％以内，转炉终点 S 在 0．020%以内。 

(2)挡渣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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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钢前提前吹氩 3min 以上,出钢过程中，采用全程底吹氩，保证钢液成分和温度的均匀。出钢后期，

采用挡渣球挡渣，最大量地减少钢包里的下渣量，确保在 LF 处理时迅速造渣及在精炼过程钢水回 Si、回

P，P 含量都在 0．010％～0．015％之问，没有出现 P 超标的现象，  

(3)出钢合金化 

采用电石、台铝、低碳锰铁脱氧。在出钢前或者出钢 1／4 前加人 CaC2，在高温、高氧势的钢水中，

在底吹氩搅拌下 CaC2 完全可以和钢水中的氧进行反应。若同时加入两种脱氧剂势必造成铝的优先反应，

而 CaC2 则无法起到降低台铝消耗的作用。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两种脱氧剂的加入顺序和时间问隔。在出

钢前或出钢 1/5 后开始加入 CaC2，出钢 1／2 后加入台铝、低碳锰铁，能够保证足够的时间发挥 CaC2 脱

氧的作用，生成 CO气体不但可以加强钢液搅拌同时也减少钢水增氮，而且形成生 CO气体弥散在刚液中并

带动小颗粒 A1203碰撞形成团簇状大颗粒脱氧产物上浮，从而提高钢水的洁净度。 

2.2.2  LF精炼 

(1)吹氩操作 

钢水到站后立即接通氩气。预吹氩3～5 min以均匀成分、温度；控制吹氩过程中的氩气流量和压力即：

控制吹氩过程中合适的搅拌功率，以促进夹杂物上浮，故应特别注意钢水的二次氧化的操作目的。整个精

炼过程铝损失不得超过0.01%， 整各过程氩气流量控制：预吹氩氩气流量控制在30-50 NL/min(严禁裸露

钢液面)，加热阶段氩气流量200-250NL/min合金化氩气流量控制在300-500NL/min，软吹流量控制在

30-50NL/min(严禁裸露钢液面)。 

(2)渣料配比 

根据生产实际情况。为了保证炉渣有一定的碱度，使炉渣具有较强吸附夹杂的能力，同时为了加快精

炼节奏，转炉出钢过程中加入顶渣低硅精炼渣和石灰均为4kg/t,，降低精炼化渣时间长，缩短精炼造渣、

成渣时间。钢包车到加热位后，加入的渣料，一般为3-4 kg/t，萤石球可根据渣的流动性适当调整，降低

炉渣的黏度，同时防止萤石带入的SiO2，硅铝之间的反应式为： 

1／2(Si02)+2／3[AI]=1／2[Si]+1／3(A1203) 

△G°=0．019T一111．23(kJ／mol)                             

上式l 600℃时的△G°=一75．6<0，说明此反应标态下向增硅的趋势发展，被钢中的Al还原，导致钢中增

Si，适当控制萤石的加入量。尤其在LF进行钛合金化时，由于Ti氧化能力极强，能使渣中的SiO2还原成Si,

易造成钢中的Si元素超标。一般控制总渣量为≤10 kg/t，钢水增Si量能控制在≤0.05%以内，控制在造渣料

成分见表2： 
表2：造渣料含硅物料成分(%) 

Table 2   Slag Material Composition Containing Silicon Material (%) 

物料 CaF2 CaO SiO2 Al2O3 

精炼石灰 --- 86 ≤4.0 --- 

低硅精炼渣 --- 48.6 ≤3.5 40.19 

萤石球 85 --- 9.5 --- 

(3)白渣操作 

通电化渣后，加人脱氧剂，精炼炉操作必须做到黄白渣出钢．采用扩散脱氧的方法将铝粒、电石粉

等加入渣面进行脱氧，加入量电石80 kg/炉，铝粉50-100kg/炉，由于脱氧是在钢渣面上进行，其产物或进

入炉气，或被炉渣吸收，不会污染钢液。其反应如下： 

(FeO)+C=[Fe]+CO 

3(FeO)+2(A1)=3[Fe]+(A12O3) 

在精炼过程中，由于钢液底吹氩搅拌，大大改善了氧在钢中的扩散速度．使氧在渣钢中的分配在短时

间内就能接近达到平衡．以达到脱硫脱氧的目的。脱硫反应式如下： 

3(CaO)+ 3[S]+ 2[Al]=3(CaS)+ (A12O3) 

脱硫能力取决于渣的碱度和渣渣中(FeO)含量。碱度高、(FeO)低有利于脱硫反应的进行，为此，要求

造渣过程中加入一定量的石灰。以保证渣的碱度，并保证还原渣操作，降低渣中(FeO)含量，以达到将硫

脱至目标范围以内。生产中，由于未采用脱硫预处理，转炉必将 S 控制在 0.020%以下，减轻了 LF 的脱硫

压力，LF 炉常用的精炼渣有 CaO-CaF2、CaO-SiO2、CaO-Al2O3等渣系。由于 CaO-SiO2 渣系脱硫能力较弱，

并且低碳含铝钢中酸溶铝较高，对渣中（SiO2）有还原作用，因此在中碳含铝钢上难于采用 CaO-SiO2 渣

系。由铝脱氧生成的 Al2O3 较多。因此，中碳含铝钢精炼渣也不太可能采用 CaO-CaF2 渣系，而是更多地

是倾向于采用 CaO-Al2O3渣系。为了使精炼渣具有较好的脱硫效果和有利于对上浮 Al2O3 等脱氧产物的同

化和吸收，常将精炼终渣成分选定在 CaO-Al2O3-SiO2 相图的 12CaO·7Al2O3 生成区域，Al2O3含量为 30%

左右或%CaO%/Al2O3=1.8 左右时存在 Ls 较高的区域，并且在该区域精炼渣熔点较低，有利于与夹杂的结

合。所以，设计精炼终渣组成为： CaO%=55-60； SiO2% =4-7； Al2O3 %=28-32， CaO %/Al2O3%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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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诉渣料进行配比从精炼过程看，化渣情况良好，脱硫率平均为 50%，LF 出站钢水[S]平均为 10×10
-5，

达到钢种对硫含量控制的要求，LF 炉终渣几乎符合设计成分。表 3 是生产 LF 炉精炼渣数据： 

表3：LF炉终渣成分(%) 

Table 3:LF Final Slag Composition (%) 

炉号 CaO SiO2 Al2O3 MnO FeO MgO 

17X2***2 56.73 4.77 25.89 0.23 0.55 5.75 

17X2***3 63.14 3.58 31.06 0.34 0.67 4.19 

17X2***4 55.57 6.52 25.66 0.23 0.75 7.95 

17X2***5 60.26 7.35 27.62 0.43 0.63 6.35 

17X2***6 54.33 6.35 24.96 0.30 0.85 8.96 

17X2***7 55.07 5.08 28.76 0.28 0.35 7.32 

17X2***8 58.12 4.35 25.68 0.34 0.45 5.87 

17X2***9 55.08 5.74 28.77 0.40 0.65 5.03 

 

(4) 钢中Al 、Ti、B、N的控制 

(1)钛是易氧化元素，也是强碳化物、氮化物形成元素，钢中加入钛元素后，由于其与碳、氮的亲和

力远大于铝，钛优先与碳、氮结合，钛的作用一方面固定了钢中自由氮和碳，在钢水在加硼前必须用铝或

钛高化学活性元素进行脱氧与定氮。钢中Al、Ti含量控制对钢 

中B的回收率有显著的影响。生产实践证明：钢中Al质量分数控制在0．020％～0．035％，Ti质量分数控

制在0．050％～o．060％时，B的回收率稳定在70％以上，淬透性效果良好。 

(2)控制钢中N含量。钢中N含量高，B损失严重，降低B的回收率。结合现场跟踪结果， 

LF精炼在保证钢水和炉渣脱氧良好条件下，先加入铝、钛合金，弱搅拌3 min后加入硼铁，N质量分数控

制在55ppm.， 

(5) 钙处理及软吹. 

钙处理铝脱氧钢液时，要生成球状的mCaO·nA12O3，夹杂物，此类夹杂物有5种CaO-6A12O3、CaO2·2 

A12O3，CaO·A12O3，12CaO·7 A12O3，3CaO·A12O3)其中前两种的熔点均超过1 700℃，容易引起浇钢

过程中絮流，应尽量避免生成，12CaO·7Al2O3，化合物熔点最低，为1415℃，在炼钢温度下。这些钙铝

酸盐夹杂物以液体上浮排除，或以球状均匀存在钢中．达到改善夹杂物的目的，为了使钢中(A12O3)夹杂

达到变性处理的目的，在精炼处理时，喂入FeCa线200-400m／炉，钙铝比在0.1～0.2之间，弱吹氩弱吹氩

≥15 min。从实际情况看，通过以上钙处理及软吹,从连铸浇铸情况看，未出现絮流现象，较好地保证了生

产的顺利进行。 

2.2.3  方坯连铸 

保证大包100%自开，尤其浇铸头一炉必须用氩气排净中包内腔空气，防止钢液被二次氧化；大包至

中包使用铝碳质长水口氩封保护浇注，并保证水口垂直，防止钢水二次氧化，保证中间包钢液面无裸露。

经过生产实践，从精炼起吊到连铸开浇后，浇钢过程Ti烧损控制在≤0.008%，AL烧损控制在≤0.006 %以

内，连铸中包无絮流现象,且从大包到中包钢水增氮为3ppm，当Ti烧损在＞0.008% 、 AL烧损控制在＞

0.006 %以上时，且从大包到中包钢水增氮为7ppm，结晶器液面开始有波动，有轻微絮流现象，所以必须

做好连铸浇钢保护工作。 

3  铸坯质量 
铸坯低倍质量、外形及铸坯内部质量进行检验，表明疏松、角裂等都符合客户要求。低倍检验结果见

表4 

表4  低倍结果（级） 

Table 4  Low Times Results (level) 

炉号 角裂纹 三角区裂纹 中间裂纹 皮下气泡 

17X2***3 无 0.5 无 无 

17X2***5 无 0.5 无 无 

17X2***7 无 0.5 无 无 

17X2***9 无 1 无 无 

4  结论 
（1）转炉采用造双渣终点P控制在0.006%～0.010%，石灰消耗为30-35kg/t,出钢严禁下渣降低回磷以及减

轻精炼扩散脱氧负担，前期采用氩气置换并采用电石预脱氧，减少台铝产生的脱氧产物提高钢水的纯净度，

以及出钢过程增氮。 

（2）控制好LF炉整个过程还原气氛以及底吹氩气流量，减少钢水二次氧化，减少过程铝烧损控制在≤0.01%

范围，减少钢水吸氮,精炼结束后氮含量控制住45-55-0ppm，促进钢中脱氧产物及时上浮，精炼结束后确

保15 min的弱搅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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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铸做好氩封及中包保护避免钢水防止钢水的二次氧化，Ti烧损控制在≤0.008%，AL烧损控制在

≤0.006 %以内，减少了连铸中间包水口絮流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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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二炼钢炼钢工艺流程优化探讨 

董廷亮 1，李惠勇 2，李建新 1，彭世宝 2，常金宝 1，李杰 1 

（河钢集团钢研总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3；河钢集团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针对舞钢二炼钢炼钢工艺流程不畅、成本高的问题，对炼钢系统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影响工艺流程的

主要问题是炉机不匹配和钢中[P]的控制。通过合理安排转炉吹炼时间和准备时间，增加并稳定出钢量，可有效缓

解炉机不匹配的问题；选择合理的炼钢工艺，严格控制下渣，可以实现钢中[P]的控制。试验证明，采用优化工艺

流程“1 座转炉→1 座 LF→1 座 VD→连铸”，LF 电耗显著降低，由 75kWh/t 钢降低到 50.6kWh/t 钢。 

关键词：工艺流程；炉机匹配；脱磷；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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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process was poor and the cost was high in No.2 Steel 

Plant of Wugang, the steelmaking system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ound that the main problems 

were unmatching between BOF and caster and controlling of [P]. Through reasonable arrangements for 

the converter blowing time and preparation time, increasing and stabilizing the amount of steel,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unmatching between BOF and caster; Choosing a reasonable steelmaking process, 

strictly control the tapping slag, [P] in steel can be controll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using 

optimized process "1 converter→1 LF →1 VD →continuous casting", LF power consump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from 75kWh/t steel to50.6kWh/tsteel. 

Key words：process flow; matching between BOF and caster; dephosphorization; tapping slag 

 

目前国内的钢材，吨钢利润少，甚至部分钢种处于亏损状态；另外，高品质的钢材依然需要大量的进

口，国内各钢铁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改进和工艺优化，以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在竞争中占据

优势。 

但是，在技术进步战略的选择和展开上，大多钢铁企业只注重技术或局部机理的研究，没有使之产生

耦合效应，产品质量提升有限，效益也无法最大化。因此应该在技术改进的同时，对钢厂生产流程进行整

体优化，实现企业技术结构升级。 

钢铁制造流程工序多且复杂，在优化时不仅要考虑工序之间在时间因素、空间因素、温度因素、工序

功能和装备能力的衔接匹配，而且还要重视工序之间输送方式的合理性（不仅是输送装备、输送状态，而

且还涉及工厂的平面布置），即实现各工序的协调-优化，使过程中金属物流衰减、金属流的温度起伏、过

程时间和过程库存量均实现“最小化”，以及质量、使用性能满足率实现优化等[1]。 

本文通过对舞钢二炼钢产品结构、工艺技术、装备能力、平面布置等方面的详细调研，探讨舞钢二炼

钢工艺流程优化措施。 

1  舞钢二炼钢简介 

河钢舞钢是我国首家宽厚钢板生产和科研基地，有深厚的技术、工艺、人力的积累，是我国重要的

宽厚钢板国产化替代进口基地，产品大量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重大技术装备和国防军工项目。 

舞钢二炼钢主要由 1 座 120t 转炉，3 座 120t LF 炉，2 座 120t VD 炉，2 台厚板坯连铸机组成，平面

布置图见图 1。可以看出，车间布局不合理，特别是转炉与 LF 炉、VD 炉距离较远；另外，钢包在运行过

程中，有非常多的路线交叉，不可避免要造成天车的等待。 

二炼钢只有 1 座转炉，匹配 3 座 LF，其中 3#LF 炉的作业率非常低，只有 2~3%；有两台宽厚板连铸

机，但由于转炉出钢量有限，需交替作业，工艺流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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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舞钢二炼钢平面布置图 

Fig.1 Layout plan of No.2 Steel Plant of Wugang 

 

图 2 工艺流程图 

Fig.2 Process flow diagram 

3 存在问题及分析 

通过对舞钢二炼钢的调研分析，发现影响工艺流程的主要问题是炉机的不匹配和钢中[P]的控制不力。 

2.1  炉机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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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时间流 

Fig3. Time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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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二炼钢的时间流，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转炉平均周期为 36min，连铸周期为 30min，炉机不匹

配。 

炉机不匹配的危害主要有以下两点： 

（1）为了保证生产节奏的顺行，需要 LF 精炼待钢，LF 精炼时间延长，成本随之升高。如图 4 所示，

这是两个连浇浇次里，不同炉次的 LF 时间变化，LF 所用时间越往后时间越短，最长需要 80min，最短只

有 39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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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连浇过程中，不同炉次的 LF 时间变化 

Fig4. LF time of different furnace in continuous casting 

（2）造成了二炼钢需要两座甚至三座 LF 同时运行才能保证生产顺行。 

改善炉机不匹配的方向是缩短转炉周期的同时延长连铸周期，使它们越接近越好。下面分别讨论转炉

周期和连铸周期，分析是否可以匹配。 

2.1.1  转炉周期 

表 1 转炉冶炼周期，min 

Table1. Converter smelting cycle 

浇次 炉次 
准备 

时间 

吹炼 

时间 

出钢 

时间 
周期 

1 

1 10.1 21.9 5 37 

2 10 19.3 4.9 34.2 

3 10.5 16.9 4.4 31.9 

2 

1 58.5 20.5 5.4 84.3 

2 10 19.4 4.6 34 

3 7.9 21.3 5 34.2 

4 10.1 19 5.6 34.7 

3 

1 17.6 20.4 4.6 42.6 

2 24.5 18.7 5.1 48.2 

3 7.9 22.1 4.5 34.4 

4 8.3 21.5 4.4 34.2 

5 14.9 20.3 5.8 41 

6 18.1 20.5 4.6 43.3 

由图 3 可以看出，转炉的平均周期为 36min，但调研还发现，大部分转炉周期在 32~34min，小部分

异常炉次转炉周期长，最长时间甚至超过 1h。如果这些异常炉次是在浇次之间，它不会影响炉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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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发生在浇次内，那么就会影响炉机匹配。 

表 1 列举了三个浇次的转炉周期情况。可以看出，前两个浇次的第一炉时间长，特别是第二个浇次的

第一炉达到了 84min，但后面的炉次时间稳定在 34min 左右，基本满足炉机匹配；但在第三个浇次内，第

2、5、6 炉次的时间长，严重影响生产节奏。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主要是准备时间延长导致周期变长。 

准备阶段主要包括溅渣护炉、加废钢、出钢口维护及处理其他事件，一般准备时间延长是由于更换出

钢口滑板导致，因此应在浇次间更换滑板，保证同一浇次内的转炉冶炼时间稳定，缩短转炉有效周期，以

利于炉机匹配。 

2.1.2  连铸周期 

舞钢以宽厚断面为主，平均周期只有 30min。生产中，连铸时间相差大，特别是同种断面规格下，连

铸的时间相差也较大，如图 5 所示，同一个浇次里，连铸周期相差最多达 9min，这严重影响生产节奏。 

恒拉速的情况下，浇铸时间的差异是由出钢量引起的。因此，稳定出钢量，使连铸周期稳定，并与连

浇炉次转炉周期接近，是改善炉机匹配的另一个优化方向。 

图 6 是统计的出钢量的情况，可见，出钢量非常不稳定，最少 105t，最多 13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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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同规格不同浇次内连铸时间变化 

Fig5. temporal variation of the same size in different cast 

增加并稳定出钢量，稳定连浇内连铸的时间。根据舞钢二炼钢的装备能力，建议稳定出钢量在 125t

左右，连铸周期可稳定在 32min 左右，将有利于炉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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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出钢量 

Fig6. The amount of steel 

a)   钢中[P]的控制 

舞钢二炼钢生产品种繁多，约60%钢种要求P≤0.015%，约10%要求P≤0.010%，部分临氢钢甚至要求

P≤0.006%。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转炉终点[P]的控制和出钢挡渣的控制效果不太理想，为控制转炉终点[P]，

出钢温度往往偏低，平均为1580℃，这也导致LF电耗增多和LF周期延长，不利于炉机匹配；另外，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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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炉次需采用LF炉外脱磷工艺[2]，即出钢后钢水包座入LF工位，加入石灰、萤石，在送电过程中造稀薄渣，

通过大氩气搅拌脱除钢水中的残余磷，然后扒除氧化渣，造新还原渣。通过LF炉外脱磷，能将[P]脱至0.004%

以下，保证成品中[P]≤0.006%。 

虽然 LF 炉外脱磷工艺能够完成钢种对[P]的要求，但其危害同样很大。例如，LF 炉外脱磷工艺增加

了 LF 时间，破坏了生产节奏；另外还增加了铁损、渣损、电耗等，成本显著增加。 

王新华[3]、胡晓光[4]、万雪峰[5]等人对双渣法深脱磷工艺进行研究和实践，结果表明应用双渣法深脱磷，

转炉出钢[P]可控制到 0.008%的水平，最低达到 0.0018%。 

因此，合理采用双渣法冶炼工艺，充分发挥转炉高效脱磷能力，并严格控制下渣，减少回磷量，可以满

足生产超低磷钢的要求。根据钢种对磷含量的要求，制定了转炉的冶炼方案，见表 2。 

表 2 吹炼控制建议 

Table2. Blowing control advice 

成品[P]，% ≤0.008 0.008~0.012 ＞0.012 

方案 低磷铁水+双渣法 双渣法 单渣法 

二炼钢采用 2 座 LF 炉，甚至有时同时采用 3 座 LF 炉的主要原因是炉机不匹配和钢中[P]控制不理想。

通过分析，可以通过优化转炉吹炼工艺和稳定出钢量改善炉机匹配，使用合理的转炉工艺提高对[P]的控

制，从而减少 LF 炉的使用数量，优化工艺流程为“1 座转炉→1 座 LF→1 座 VD→连铸”。 

针对提出的优化方案进行了初步试验，实现了[P]要求不高的钢种上的“1 座转炉→1 座 LF→1 座 VD→

连铸”工艺流程，LF 电耗显著降低，由 75kWh/t 钢降低到 50.6kWh/t 钢；将继续优化转炉吹炼工艺，实现

低磷钢及超低磷钢的“1 座转炉→1 座 LF→1 座 VD→连铸”工艺流程。 

4 结语 

随着钢铁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低，不应只注重局部技术进步，而应将炼钢所有环节甚

至整个钢材制造流程看做一个整体，进行优化，使之发挥最大功效。通过对舞钢二炼钢炼钢工序流程的梳

理和优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影响工艺流程的主要问题是炉机不匹配和钢中[P]的控制不力； 

2）合理安排转炉吹炼时间和准备时间，增加并稳定出钢量，可有效缓解炉机不匹配的问题； 

3）选择合理的炼钢工艺，严格控制下渣，可以实现钢中[P]的控制； 

4）通过优化工艺流程为“1 座转炉→1 座 LF→1 座 VD→连铸”，LF 电耗显著降低，由 75kWh/t 钢降

低到 50.6kWh/t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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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关键过程参数对冷轧 IF 钢夹杂物缺陷的定量

影响分析 
陈军利，李太全，陈  达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邯宝炼钢厂，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随着冷轧产品越来越薄和表面质量要求越来越苛刻，铸坯中的夹杂物对冷轧产品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

为了从根源上查找炼钢中夹杂物形成的原因，应用 SPSS 软件对炼钢重点关键参数与冷轧缺陷进行定量分析，得到

了冶炼过程关键参数对夹杂缺陷率的影响情况，加铝前温度与加铝前氧位对于夹杂缺陷的出现为最直接和最主要

的影响，转炉终点温度对后续冶炼过程都有较大的影响。这些生产工艺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IF 钢；定量分析；冷轧缺陷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key process parameters on 

inclusion defects in cold rolled IF steel 

Chen Jun-li, Li Tai-quan, Chen Da 
(The Han Bao Steel Plant of Han Dan Iron ＆Steel Group Coltd of Hbis)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thin cold-rolled products and surface quality requirements more and 

more demanding, cast the effects of inclusions with slab of cold rolled produc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the sake of formed from the root searching steelmaking inclusions in, using SPSS 

software for key parameters and cold rolling defects in steelmak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get the smelting 

process key parameters of inclusion defect rate, and temperature in front of the aluminum and aluminum 

before oxygen for inclusion is the most direct and main effect, BOF end-point temperature on subsequent 

smelting process have great influence. These processes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cess 

optimization.  

Keywords: IF steel;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ld rolling defect 

 

IF 钢是汽车板的典型代表，其具有优良的超深冲性能[1]，轧材中夹杂类缺陷比例较高与钢液的洁净度

水平密不可分[2-3]，而钢液的洁净度水平又受到冶炼关键参数的影响，所以要减少夹杂缺陷的比例，首先

应当找到影响夹杂缺陷比例的主要冶炼参数并分析冶炼参数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与冷轧缺陷的关系，为

炼钢各工序冶炼参数协调控制提供基础。 

IF 钢在冷轧生产过程中出现与夹杂物有关的典型缺陷有：冷轧板表面条状缺陷、冷轧板表面起皮缺

陷、深冲成型后的针孔缺陷等。 

这些缺陷经能谱分析后均为各种各样的夹杂物，比如条状缺陷主要是团簇 Al2O3，起皮缺陷主要是保

护渣，针状缺陷主要是块状 Al2O3。 

本文通过研究 IF 钢生产过程中的冶炼参数，不仅能分析冶炼的实际水平，还能够在此基础上提出提

高洁净度的相关建议，使生产技术整体水平迈上新台阶。 

   

图 1 冷轧板上条状/起皮/针孔状缺形貌 

Fig.1 Cold rolled strip/skin/needle hole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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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量分析炼钢关键参数对冷轧夹杂物缺陷的影响 

统计的主要方法为使用 SPSS 统计学软件对现有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假

设检验等分析方法。部分数据的统计分析用到了逻辑回归模型，模型参数的显著性检验使用 Wals 检验法，

统计软件自动计算 Wals 统计量及相应的相伴概率，并根据此进行决策。若根据 Wals 给出检验结论，Wals

统计量越大越好。若根据相伴概率给出的检验结论，当相伴概率大于等于显著性水平时，则不应拒绝零假

设，认为自变量 xi 模型参数或回归系数与 0 无有显著性差异，该自变量与 Logit（p）之间的线性关系不

显著；当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时，则应拒绝零假设，认为自变量 xi 模型参数或回归系数与 0 有显著

性差异，该自变量与 Logit（p）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 

统计的思路为首先对冶炼过程关键参数数据进行整理，得到冶炼中的参数与轧制过程中产生的缺陷的

对应情况，分析相关参数对夹杂缺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到整个冶炼过程中参数与缺陷的相关性；对流

程中的重要参数进行正态检验，并且通过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描述，基本了解了目前的生产状况；最后利用

统计数据对一实验浇次的夹杂物及全氧水平进行研究分析。 

1.1  精炼过程参数的影响 

主要分析 RH 进站温度、RH 出站温度、RH 进站氧、RH 加铝前氧位、RH 加铝前温度、RH 吹氧量和

RH 静置时间等参数对冷轧夹杂缺陷形成的影响。 

（1）RH 进站温度和 RH 出站温度 

通过计算 RH 进站温度和出站温度的 Sig 分别为 0.255 和 0.982，常量为 0.562，说明 RH 进站和出站

温度与冷轧夹杂缺陷的关系不显著，RH 进站温度均值和标准差为 1612.08 和 15.473，RH 出站温度均值和

标准差为 1601.95 和 8.230，说明出站温度更多考虑到连铸的匹配和过热度要求受人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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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H 进站温度对夹杂缺陷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RH stop temperature on Inclusion Defects  

图 2 可以看出虽然 RH 进站温度对夹杂缺陷直接影响波动不大，但 RH 进站温度对于吹氧量、加铝前

氧位、温度的影响都比较大，所以认为进站温度是影响轧制过程出现夹杂缺陷的主要因素之一。 

（2）RH进站氧 
表 1 RH 进站氧 

Table.1 The charging oxygen in RH 

 B S.E, Wals df Sig. Exp (B) 

RH 进站氧位 0 0.001 0.047 1 0.829 1 

RH 进站温度 0.006 0.007 0.763 1 0.383 1.006 

常量 -10.009 10.533 0.903 1 0.3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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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H 进站氧 

Fig.3 The charging oxygen in RH 
由表 1 和图 3，RH 进站氧位与 RH 进站温度相比，Wals 值明显较小，Sig 明显较大，说明进站氧位相

对于进站温度来说对夹杂缺陷的出现影响更小。 

（3）加铝前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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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加铝前氧位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oxygen before adding aluminum  

此次统计共有 477 个案例，其中出现夹杂缺陷的炉次的均值为 423.7ppm，大于没有夹杂缺陷的炉次

均值 305.0ppm，并且出现夹杂缺陷炉次的均值 95%置信区间也稍大于没有出现夹杂缺陷的炉次。说明较

低的加铝前氧位是有利于减少夹杂缺陷的。 

（4）加铝前温度和静置时间 
 

表 2 RH 加铝前温度 

Table.2 The temperature before adding aluminum in steel 

 B S.E, Wals df Sig. Exp (B) 

加铝前温度 -0.016 0.013 1.593 1 0.207 0.984 

加铝前氧位 0.002 0.002 1.538 1 0.215 1.002 

静置时间 0.002 0.009 0.041 1 0.839 1.002 

常量 24.636 20.438 1.453 1 0.228 - 

 

根据 B 值的正负判断相关性，加铝前温度越高出现夹杂缺陷的概率越小，而加铝前氧位越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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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杂缺陷的概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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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置时间 (min)  

图 5 静置时间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oxygen before adding aluminum 

静置时间在 30-40min 的范围内，夹杂缺陷率较小，冶炼中应当将静置时间控制在 30-40min 之间。 

（5）吹氧量 

 

图 6 吹氧量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oxygen consumption for top oxygen lancing 

较高的吹氧量对出现夹杂缺陷是有影响的。 

1.2  连铸及轧制参数的影响 

对连铸拉速、中包温度、浇注前中后期、冷板厚度和热板厚度等参数进行考察。 

表 3 拉速和中包温度 

Table.3 The temperature of tundish and the average casting speed of continuous casting 

 B S.E, Wals df Sig. Exp (B) 

拉速 0.014 0.007 3.485 1 0.062 1.014 

中包温度 0 0.012 0 1 0.997 1 

常量 -2.064 18.58 0.012 1 0.912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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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平均拉速和中包温度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average casting speed of continuous casting and the temperature of tundish 

连铸的平均拉速越大，出现夹杂缺陷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中包温度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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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浇注前中后期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Effect of middle and late stage of casting  

浇注前中后期对冷轧夹杂物缺陷没有明显的区别，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夹杂物形成，连铸均采用 6

炉以内小浇次，这样浇次前中后期相对影响就不显著。 

表 4 冷板和热板厚度 

Table.4 The cold plate and hot plate thickness  

 B S.E, Wals df Sig. Exp (B) 

冷轧板厚度 0.568 0.189 9.06 1 0.003 1.765 

热轧板厚度 0.048 0.05 0.9 1 0.343 1.049 

常量 -3.056 0.218 196.895 1 0 0.047 

 

用统计方法对冷轧板厚度分析 3032 个案例，有夹杂缺陷的样本为 35 个，冷轧板均值为 0.89mm，没

夹杂缺陷的冷轧板厚度均值为 1.04mm，说明越薄的冷板出现夹杂物缺陷概率越大。而热板厚度则没有显

著相关性。 

2  结论 

通过对 486 炉炼钢过程关键参数与冷轧 IF 钢夹杂物缺陷形成的定量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1）RH 精炼过程中的主要参数加铝前氧位及加铝前温度对夹杂缺陷形成有重要影响，因此操作中

控制合适的 RH 操作，是控制冷轧夹杂物缺陷的重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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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站温度对夹杂缺陷率有一定的影响，对精炼后续工序的操作带来较大影响。 

（3）静置时间在 30-40min 范围内夹杂缺陷率最小。 

（4）连铸过程中拉速对于夹杂缺陷有明显影响，而中间包温度的影响较小，浇注前中后期对冷轧夹

杂缺陷没有显著影响。 

（5）冷轧板厚度越薄出现夹杂缺陷概率越大，而热轧板厚度没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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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包底吹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 
范  佳，靖振权，高福彬，颜慧成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技术中心，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本文基于有限单元法，对邯钢三炼钢厂所用钢包的底吹过程开展数值模拟研究。通过开发数值模型，完

成了双底吹砖布局分别为 90°、120°、180°条件下的钢包底吹过程数值模拟计算。通过对三种不同底吹砖布局，

以及底吹速度分别为 10m/s、20m/s、30m/s、40m/s、60m/s、100m/s 的结果对比，表明：在促进钢水搅拌方面，

180°布局要优于 90°和 120°布局，但该效果在底吹速度达到 40m/s 以后，将不再明显。此外，在促进夹杂物上浮

方面，90°和 120°布局要优于 180°布局。 

关键词：有限单元法；钢包；底吹；搅拌；夹杂物；上浮 

Research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adle Bottom Blowing 

Process 

FAN Jia, JING Zhen-quan, GAO Fu-bin, YAN Hui-cheng 
(HBIS Group HanSteel Company Technology Center, Hebei Handan 056015,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bottom blowing process of ladle of the 

third steel-making of Hansteel is numerical simulation studied. By developing a numerical model,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adle bottom blowing process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ouble 

bottom bricks layout 90 degree, 120 degree and 180 degre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 of the 

three different bottom blown bricks layout and the bottom blowing velocity are 10m/s, 20m/s, 30m/s, 

40m/s, 60m/s and 100m/s are respectively analyzed.The result show that in the promotion of mixing 

steel,the 180 degree layout is better than the 90 degree and the 120 degrees layout. However, this effect 

will not be obvious after the bottom blowing rate reaches 40m/s. In addition, to promote the inclusion 

floating, 90 degrees and 120 degrees layout is better than the 180 degrees layout. 

Key words: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ladle, bottom blowing, mixing, inclusion, floating 

 

1 前言 

钢包底吹的主要目的是改善钢水内部温度和成分的均匀性，强化钢渣间反应，促进夹杂物上浮、排除。

因此，为了获得最佳搅拌效果，必须充分了解喷吹钢包内的流动状态和湍流特性，而这些与钢水的物性、

钢包的几何尺寸、喷嘴位置以及底吹气量密切相关。 

邯钢三炼钢厂主要生产 Q550D、Q690D、X80 等高端微合金钢产品，对于该类钢水的成分、温度的均

匀性以及夹杂物尺寸均有严格的要求。为进一步增强氩气的搅拌动能，提升钢包的底吹效果，该厂主要采

用了双底吹砖模式，即：在钢包底部安装两块底吹砖。但双底吹砖的布局角度和底吹氩气的流速仍然会对

钢水的搅拌效果造成影响。 

本文基于有限单元法，针对三炼钢厂所用钢包和窄缝式底吹砖开展数值模拟研究。通过分析双底吹砖

布局分别为 90°、120°、180°，以及底吹流速分别为 10m/s、20m/s、30m/s、40m/s、60m/s、100m/s 条件下

的钢水流动效果，分析出不同工况下的最优底吹工艺参数匹配，从而为三炼钢厂钢包底吹工艺优化提供参

考依据。 

2 有限元数值模拟 

本文所选择的体系为垂直喷吹喷嘴有不同布置的模型。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做出以下假设： 

1）喷吹搅拌钢包内流体流动受气泡浮力驱动，忽略气泡惯性力的作用； 

2）计算区域为单向流体，但密度随空间变化； 

3）熔池顶面为平面，无剪切应力存在； 

4）不考虑两相区形成过程，吹气为一种稳态状态。 

2.1 数学模型 
2.2.1 控制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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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标准 k 模型模拟钢包中钢液的三维湍流流动。其中： 

    连续性方程： 

   0i

i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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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iv 速度分量，i=1，2，3。 

    动量守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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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等效粘性系数， te   0 ； 

      0 钢液的粘性系数； 

      t 紊流粘性系数，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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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中： k 湍动能； 

       湍动能耗散率。 

      对于标准 k 模型， C 是常数。 

湍动能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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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程中的各常数分别取为： 

    09.0C ， 44.11 C ， 92.12 C ， 0.1k ， 3.1 ， 9.0t 。 

2.2 两项区处理 

由于气泡浮力被考虑为喷吹钢包内钢水流动的主要驱动力，故两相区内气相分率成为重要参数。本文

计算采用了卡斯提约士和布里马克姆所推荐的计算式： 

])(7.0exp[ 4.2

2/max max



x

x
                             (6) 

式中： max 为气液两相区中轴线上的气相分率； 2/maxx 为为气液两相区半值半径。两相区密度由下式计

算： 

1)1(   g                                (7) 

2.3 边界条件 

底吹砖喷口的氩气初始法向速度通过每个底吹砖的管道流量和底吹砖窄缝界面面积总和换算得到： 

和氩气入口 Sv /Q                                  (8) 

其余两个方向速度为零。固定壁面的三个方向速度都为零；出口是用压力为零标识；壁面模型选用适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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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ndtl 数的 Spalding 模型，壁面参数采用程序的默认值。 

2.4 模型用材料物理性能参数 

本文模型计算时所用到的氩气及钢水物理性能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氩气及钢水物料性能参数 
Table.1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argon and molten steel 

氩气动力学粘度/[kg/(m.s)] 氩气密度/(kg/m
3
) 钢水动力学粘度[kg/(m.s)] 钢水密度/(kg/m

3
) 

2.12×10
-5
 1.62 5.50×10

-3
 6900.00 

3 有限元模型建立 

三炼钢现用钢包尺寸如图 1a）所示，钢包内侧底部直径为 2716mm，上口直径为 3155mm，钢包总体

高度为 3435mm。当钢水装入量为 120t 时，钢水液面距包底的距离为 2667mm。底吹砖为狭缝式，狭缝成

内外 2 圈布置，内圈 12 条、外圈 24 条，狭缝长 20mm，宽 0.15mm，如图 1b)、图 1c)所示。每块底吹砖

均布置在钢包底部圆半径的 1/2 处。 

本文以三炼钢现用钢包、底吹砖窄缝形式为基础，设计了双底吹砖分别为 90°、120°、180°布置，如

图 2 所示，同时底吹速度分别为 10m/s、20m/s、30m/s、40m/s、60m/s、100m/s 时的 18 组试验方案。 

       
              a)钢包结构图                  b)窄缝式底吹砖实物图              c）底吹砖模型图 
          a) ladle structure map           b) narrow bottom blowing brick    c) model of narrow bottom blowing 

brick 
图 1 钢包底吹结构图 

Fig.1 ladle bottom blowing structure 
     

       
a）90°布局                   b）120°布局                    c）180°布局 

              a) 90 degree layout              b) 120 degree layout                c) 180 degree layout 
图 2 钢包双底吹砖布局 

Fig.2 ladle double bottom blowing bricks layout  

4 模型计算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别对所设计的 18 组试验方案进行计算，得到不同方案下的钢水内部不同位置的综合流速和 z

轴速度计算结果。其计算的部分结果如图 3 所示。 

4.1 不同底吹速度下的钢水流速 

以双底吹砖 120°布局的计算结果为例。图 3 为底吹速度分别为 10m/s、20m/s、40m/s、60m/s、100m/s

下的钢水液面的流速结果。如该图所示：随着底吹速度的增加，钢水液面的运动速度也在逐渐增加，当底

吹速度为 10m/s 时，钢水液面的最大速度为 0.93m/s；当底吹速度增加到 20m/s 时，钢液的最大速度为

1.28m/s。与此同时，随着底吹速度的增加，钢水液面的活跃面积占液面总面积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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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吹吹速度达到 60m/s 时，钢水液面的最大速度为 2.32m/s，此时钢水液面活跃面积占液面总面积的比例

也从之初的不到 50%达 80%以上。当底吹速度达到 100m/s，钢水液面的最大速度达到 3.71m/s，但此时钢

水液面的活跃面积有所减小，死区面积有所增加。 

     
              a）底吹速度 10m/s                  b）底吹速度 20m/s                  c）底吹速度 30m/s 

         a)bottom blowing velocity 10m/s     b）bottom blowing velocity 20m/s         c）bottom blowing velocity 

30m/s 

     
              d）底吹速度 40m/s                  e）底吹速度 60m/s                  f）底吹速度 100m/s 

         d)bottom blowing velocity 40m/s     e）bottom blowing velocity 60m/s         f）bottom blowing velocity 

100m/s 
图 3 双底吹砖 120°布局且不同底吹流速下的钢水液面速度云图 

Fig.3 the velocity cloud of liquid surface of double blowing bricks 120degee layout and different bottom blowing velocity 

4.2 不同底吹条件下的钢水搅拌能力分析 

本文以钢包内某区域钢水运动速度 1.0v m/s 作为判定钢包该区域钢水搅拌能力的判定标准，即：当

某区域钢水的运动速度 1.0v m/s 时，本文将视该区域为钢水活跃区域，其搅拌效果较好；反之，当钢包

某区域钢水的运动速度 1.0v m/s，则认为钢包该区域钢水搅拌效果较差。因此，当钢水活跃区域越大，

就表明该底吹条件对钢水的搅拌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表明该底吹条件对钢水的搅拌能力较差。本文用活

跃区域占钢水总区域的比例，如式（9）所示，来反映不同底吹条件对钢水的搅拌能力。 

steelsv VV //m1.0                                 （9） 

式中：为活跃区域占钢水总区域的比例，%； svV /m1.0 为钢水运动速度 1.0v m/s 下总的钢水区域，m
3；

steelV 为钢包内的钢水总体积，m
3。 

基于上述描述，本文得到不同底吹砖角度布局且底吹速度为 10m/s~100m/s 条件下，钢包内钢水活跃

区域占钢水总区域比例的变化曲线，如图 4 所示。从该图可知，随着钢包底吹速度的增大，不同底吹砖

布置下的钢水活跃区域占钢水总区域的比例均会逐渐增大，表明钢水的搅拌效果均在增强。 

由该图还可知，在钢包双底吹砖布局为 90°条件下，当底吹速度为 40m/s 时，钢水活跃区域比例为

90.1%；当底吹速度为 60m/s 时，钢水活跃区域比例为 93.6%，较 40m/s 下的增幅为 3.5%；当底吹速度

为 100m/s 时，钢水活跃区域区域比例为 95.1%，较 60m/s 下的增幅仅为 1.6%。表明：在双底吹砖 40°

布局下，当底吹速度达到 60m/s 后，底吹速度的增加对钢包活跃区比例增加的影响效果较小。在钢包双

底吹砖布局为 120°条件下，当底吹速度为 40m/s 时，钢水活跃区域比例为 92.4%；当底吹速度为 60m/s

时，钢水活跃区域比例为 93.9%，较 40m/s 下的增幅为 1.5%；当底吹速度为 100m/s 时，钢水活跃区域

比例为 95.4%，较 60m/s 下的增幅同样为 1.5%。表明，在双底吹砖 120°布局下，当底吹速度达到 60m/s

后，底吹速度的增加对钢包活跃区比例增加的影响效果也较小。此外，当底吹速度达到 40m/s 后，钢包

双底吹砖 120°布局下的钢水活跃区域比例要普遍高于钢包双底吹砖 90°布局，表明 120°布局的钢水

搅拌能力要优于 90°布局。在双底吹砖 180°布局下，当底吹速度达到 30m/s 时，钢水活跃区域比例即

达到 95.27%；当底吹速度达到 40m/s 时，钢水活跃区域比例为 95.56%，较 30m/s 下的增幅仅为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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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双底吹砖 180°布局下，当底吹速度达到 40m/s 时，底吹速度对钢包活跃区比例的影响即已达

到稳定。同时还表明，双底吹砖 180°布局的钢水搅拌能力要优于 90°和 120°布局。 

 
图 4 不同底吹条件下钢水活跃区域比例的变化曲线 

Fig.4 the variation curves of the proportion of active zone of molten steel under different bottom blowing conditions 

4.3 不同底吹条件下的钢水上浮能力分析 

本文以钢包内某区域钢水垂直方向上的运动速度 1.0vz m/s 作为判定钢包该区域钢水上浮能力的判

定标准，即：当某区域钢水垂直方向上的运动速度 1.0vz m/s 时，本文将视该区域为钢水上浮区域，上

浮效果较好，更有利于钢中夹杂物的上浮；反之，当钢包某区域钢水的运动速度 1.0vz m/s，则认为钢

包该区域的钢水上浮效果较差，则不利于钢中夹杂物的上浮。因此，当钢水上浮区域越大，就表明该底吹

条件对钢水的上浮能力就越强，去除钢中夹杂物的效果就越好；反之，则表明该底吹条件对钢水的上浮能

力较低，去除钢中夹杂物的效果就越差。本文用上浮区域占钢水总区域的比例 z ，如式（10）所示，来

反映不同底吹条件对钢水的上浮能力。 

steelsvz VVz //m1.0                                 （10） 

式中： z 为上浮区域占钢水总区域的比例，%； svzV /m1.0 为钢水垂直方向上运动速度 1.0vz m/s 下总的

钢水区域，m
3； steelV 为钢包内的钢水总体积，m

3。 

基于上述描述，本文得到不同底吹砖角度布局且底吹速度为 10m/s~100m/s 条件下，钢包内钢水上浮

区域占钢水总区域比例 z 的变化曲线，如图 5 所示。从该图可知，随着钢包底吹速度的增大，不同底吹

砖布置下的钢水上浮区域占钢水总区域的比例 z 均会逐渐增大，表明钢水的上浮效果均在增强。 

由该图还可知，在钢包双底吹砖布局为 90°条件下，当底吹速度为 20m/s 时，钢水上浮区域比例 z

为 23.9%；当底吹速度为 30m/s 时，钢水上浮区域比例 z 为 26.7%；当底吹速度为 60m/s 时，钢水上浮区

域区域比例 z 为 29.6%。而在钢包钢双底吹砖布局为 120°条件下，当底吹速度为 20m/s 时，钢水上浮区

域比例 z 为 22.8%；当底吹速度为 30m/s 时，钢水上浮区域比例 z 为 27.0%；当底吹速度为 60m/s 时，

钢水上浮区域区域比例 z 为 32.1%。由此可以看出，钢包双底吹砖布局 90°和 120°对钢水的上浮能力

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在较低的底吹速度（ 20入口v m/s）条件下，90°布局对钢水上浮效果的影响要

优于 120°布局；而在较高的底吹速度（ 30入口v m/s）条件下，120°布局对钢水上浮效果的影响要优

于 90°。但从总体趋势上看，120°布局对钢水上浮的影响更大一些。此外，双底吹砖 180°布局下，在

底吹速度 10m/s~100m/s 范围所对应的钢水上浮区域比例 z 为 12.3%~18.5%，均低于 90°和 120°下所对

应的钢水上浮区域比例 z ，表明该种底吹砖布局对钢水上浮的影响较小，无法有效去除钢水中的夹杂物。 

 
图 5 不同底吹条件下钢水上浮区域比例的变化曲线 

Fig.5 the variation curves of the proportion of liquid steel floating area under different bottom blowing conditions 

5 结论 

本文利用有限元法通过计算，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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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钢包底吹速度的增大，钢水液面的活跃程度会随之增大，钢水液面的死区面积也会逐渐减小。

但是当钢包底吹速度增大到 100m/s，这一变化趋势将会发生改变。 

2）随着钢包底吹速度的增大，不同钢包底吹砖布局下的钢水搅拌能力均会增强，但 180°布局下的

钢水搅拌能力要优于 90°和 120°布局。此外，当底吹速度达到 40m/s 后，各种底吹砖布局下的钢水搅拌

能力均趋于稳定。 

3）随着钢包底吹速度的增大，不同钢包底吹砖布局下的钢水上浮能力均会增强，但 90°和 120°布

局下的钢水上浮能力要明显优于 180°布局。此外，当较低的底吹速度下，90°布局的钢水上浮能力略优

于 120°布局；在较高的底吹速度下，120°布局的钢水上浮能力略优于 90°布局。 

    综合考虑，钢包 120°双底吹砖布局无论是在促进钢水搅拌方面，还是提高钢水上浮能力，促进钢水

夹杂物消除方面均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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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 轻脱碳工艺研究 

李任春，李太全，陈  达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邯宝炼钢厂，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RH 在超低碳钢的冶炼中发挥着关键作用，RH 冶炼过程良好的熔池搅拌，有利于快速脱碳，前人做过大

量研究
[1-5]

，邯钢在冶炼 DC03 超低碳铝镇净钢时采用 RH 轻脱碳处理工艺，与 IF 钢生产工艺相近，立足于现场取

样和定量检测为基础，得到了 RH 脱碳过程的一些关键参数，并在实际冶炼中取得了较好效果，实现了 DC03 成品

碳的稳定控制。 
关键词：RH 轻脱碳工艺；脱碳速率；DCO3 

The RH light decarboniz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of Han Steel 

LI Ren-chun  Li Tai-quan  Chen Da 

(The HANBAO Steel plant of HANDAN IRON ＆ STEEL GROUP CO.,LTD OF HBIS) 

Abstract: RH in ultra low carbon steel smelting plays a key role, stirring well in RH refining process 

of molten pool, is conducive to the rapid decarbonization of our predecessors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1-5]

, Handan Iron and steel in smelting dc03 ultra low carbon aluminum-killed steel when the 

light RH decarburization process, comparable with that of the IF steel production process. In field 

sampling and quantitative detection is obtained based on the some key parameters of the RH 

decarburization process and in the actual melting made better effect, achieved a stable control of the 

DC03 finished carbon. 

Keywords: RH light decarbonization technology, decarburization rate, DC03 

 

1 前言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汽车生产厂为降低采购成本对低碳铝镇静钢 DC03 的要求越来越高，不断

降低其碳含量，一些汽车厂家要求其碳含量控制在 0.010%-0.020%，以使其具有不低于普通 IF 钢的良好

冲压性能，同时又有一定钢性，这种 DC03 设计在重型汽车上有着较高优势。 

在炼钢工艺设计上，这类钢需要在 RH 进行轻处理，降低碳含量，邯钢邯宝炼钢厂通过理论分析与现

场验证相结合，探索出最佳轻脱碳工艺，实现了碳含量精准控制。 

2 RH 真空脱碳工艺研究 
1）脱碳速率测定 

在 IF 钢实际真空脱碳冶炼过程中，选取不同的脱碳时间点，对多炉次取样进行钢水碳含量的检测，

以确定 RH 在脱碳速率，如图 1 和图 2。 

根据实际取样检测的钢水碳含量随真空处理时间的变化量，计算出不同真空处理时间段内的脱碳速率

如图 3。 

由图 3，脱碳速率最快的阶段在于真空处理开始后的 7 分钟内，其平均脱碳速率约为 40 ppm/min；此

后由于钢水碳氧量的降低，即使在深真空（真空度小于 1mbr）的情况下，脱碳速率小于 10 ppm/min；因

此在钢水氧碳比例合适的情况下（真空处理前钢水碳含量小于 0.05%，氧含量 450-700 ppm），真空处理

10 分钟时可以脱碳至 50ppm 以下。 

111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112 -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00

0.01

0.02

0.03

0.04

0.05

 

R
H
脱

碳
过

程
碳

含
量

/
%

脱碳时间/min  
图 1 实际取样检测的钢水碳含量随真空处理时间的变化 

Fig.1 The change of the carbon content of the steel with the vacuum treatm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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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真空度和钢水碳含量随真空处理时间的变化 

Fig. 2 The change of vacuum degree and carbon content of molten steel with the vacuum treatm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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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真空处理时间内的脱碳速率 

Fig.3 The decarburization rate during different vacuum treatment time 

2）非平衡态脱碳终点时间确定 

通过上面分析，把真空循环脱碳 10 分钟作为非平衡态脱碳终点的时间节点，此时间节点为 DC03 铝

镇静钢关键控制工艺点，以此要求 RH 真空脱碳处理 10 分钟进行定氧、加铝脱氧（结束脱碳）的操作，

RH 进行温度调整和氧含量调整的操作均在真空脱碳处理 10 分钟之内完成，加铝脱氧（结束脱碳），缩短

整个 RH 真空处理的周期小于 30 分钟，实现 RH 真空处理过程经济操作。 

3）合金化处理 

DC03 铝镇静钢碳含量目标为 0.010%-0.020%，在加铝脱氧完毕后，加入电解锰铁调整锰含量后，再

进行取样根据化验的成分碳含量与目标碳含量的差别，利用碳铁合金微整钢水碳含量至目标要求，但是该

过程耗时长；通过测试和计算，加入高碳锰铁合金代替电解锰铁，既可以满足调整钢水成分锰含量的要求，

同时又可以增碳，代替部分碳铁合金，降低合金成本。 

平均每炉钢加入高碳锰铁 350 公斤计算，高碳锰铁含碳量约为 6.5%，则带入碳量约 23 公斤，以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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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水重 260 吨计算，则对钢水成分碳含量增加约 90ppm，按照非平衡态脱碳终点钢水含碳量 50ppm 计算，

最终加入高碳锰铁合金化后钢水碳含量应为 0.014%，大包到连铸浇注过程增碳控制在 30ppm 以内，RH

出站钢水碳含量控制在 0.0080%～0.0140%，可以满足 DC03 铝镇静钢目标碳含量 0.010%-0.020%要求。 

4）纯脱气处理 

钢水脱氧合金化后需要纯脱气处理，利用深真空条件下钢水的净循环，去除因脱氧生成的夹杂物，纯

净钢水。在高环流气体流量下，钢水的循环流量增加和混匀时间缩短，而且夹杂物碰撞结合上浮的机会增

大，去除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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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脱碳结束加铝后钢中溶解氧含量 

Fig.4 The dissolved oxygen content in steel at the end of decarburization after adding aluminum  

RH 脱碳结束后加铝脱氧，钢中溶解氧基本全部转化为夹杂物，因此钢中全氧含量可以代表钢中夹杂

物水平。加铝后钢中溶解氧情况如图 4 所示。 

加铝后通过在不同时间点取样进行全氧分析，可以得到夹杂物的随时间的变化曲线，RH 纯脱气时间

与夹杂物之间的关系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前 4 分钟夹杂物降低较为显著，表现为大夹杂物（脱氧过程形

成的，以及通过激烈碰撞长大形成的）快速去除，后面去除过程则表现为细小夹杂物不断碰撞并得到去除

的过程，可以看到，纯脱气 6 分钟后夹杂物去除效果在不断降低，因此为了保证钢水纯净度，规定加铝后

RH 纯脱气时间大于 5 分钟，6 分钟至 8 分钟以上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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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RH 真空纯脱气时间与钢中全氧关系 

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 vacuum pure degassing time and total oxygen in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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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脱碳处理效果 
实际选取 6 炉 DC03 铝镇静钢过程成分，如图 6，转炉终点碳含量平均 0.0335%，RH 真空脱碳处理出

站钢水碳含量控制在 0.0081%～0.0113%，平均 0.0108%，连铸成品碳含量控制在 0.0117%～0.0150%之间，

平均 0.0135%，碳含量控制效果良好，命中率 100%。6 炉钢真空处理时间 26～38 分钟，纯脱气时间 8～

14 分钟，工艺执行情况良好。 

RH进站 RH出站 中包

0.00

0.01

0.02

0.03

0.04

0.05

碳
含
量
/%

不同工 位

0.0335

0.0108 0.0135

 

图 6 过程碳含量变化 

Fig. 6 The carbon content during different stations 

4 结论 
通过工艺探索和定量取样分析，完善了 DC03 铝镇净钢的 RH 轻脱碳工艺，通过实践取得满意效果，

主要结论有： 

1）DC03 铝镇静钢成品碳含量控制在 0.0117%～0.0150%之间，平均 0.0135%，碳含量控制效果良好，

命中率 100%； 

2）RH 脱碳工艺执行 10 分钟非平衡态脱碳终点控制，对钢水成分碳的控制效果好，同时节约真空处

理时间，缩短冶炼周期，降低工序时间损耗； 

3）为保证夹杂物去除效果，加铝后 RH 纯脱气时间大于 5 分钟，6 分钟至 8 分钟以上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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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流中间包结构优化水模型实验研究 

颜慧成，翟晓毅，杨海滨，肖国华，谷风龙，李建文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技术中心，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基于邯钢第一炼钢厂八流中间包结构，采用 3:1 模型对中间包进行了水模拟实验研究，通过对不同控流装

置下各流的 RTD 曲线分析，对中间包结构进行了优化。研究结果表明：通过 V 形挡开孔方向往轴向调整，减少了边

流的响应时间，提高了各流同步性；通过两侧各设置双低坝，配合挡渣墙，使中部两流停留时间延长；采用优化后

的“新挡墙+稳流器+双低坝”结构，有效延长了中间包钢水平均停留时间，减小了死区体积，各流的开始响应时间

延长，各流 RTD 曲线峰值时间相差减小，有利于温度场的均匀化。 

关键词：中间包；水模；结构优化 

Water Modeling Experiment Research o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Eight-Strand Tundish 

Yan Hui-cheng, Zhai Xiao-yi, Yang Hai-bing, Xiao Guo-hua, Gu Feng-long, Li Jian-wen 

（Hesteel Group, Hansteel Company, Han Dan, Hebei Province  056015） 

Abstract: The water model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a eight-strand tundish is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detail of ratio 1:3 of the tundish in the 1
st
 plants of Han Steel. According to the RTD curves analysis of 

various flow control devices, the structure of the tundish is optimized.By adjusting V shape wall hole to the 

axial direction, the response time of edge flow is reduced and the various flow synchronization is improved. 

Through setting the double low dam on each side, matched with V shape wall, the reserved time of central 

two flow is prolonged. The optimized structure “new wall + current stabilizer + double low dam” is used, 

the average reserved time of steel in tundish is effectively prolonged, the dead zone volume is reduced , the 

initial response time of each flow is delayed, the RTD curve peak time difference of eight flow decreases, 

and it benefits for uniformity of steel temperature in tuntish. 

Key words:  tundish；water modeling；structural optimization

 

邯钢第一炼钢厂拥有两台八机八流小方坯连铸机，断面分别为 150 方、200 方，承担着公司优特钢生

产的主要任务，这种窄长多流中包对于过热度控制、夹杂物控制构成巨大挑战。为了使多流中间包不仅能

有效的去除钢水中的非金属夹杂物，并且还要保持各流温度和成分的均匀性，操作更加顺行，铸坯质量得

到进一步提高，本文针对钢厂实际情况，采用水模型实验研究，对八流方坯中间包结构进行了优化。 

1 实验原理和方法 

1.1 相似准数及参数 

对于中间包内流体流动而言，主要考虑原型和模型的几何相似和动力相似。本实验确定了几何相似比，

选用模型/原型=1/3的缩小比例来建立物理模型。在中间包系统中，水的流动主要是重力和惯性力起主导

作用的湍流流动，故选用弗劳德准数作为实验的决定性准数
[1,2]

。根据拉坯速度就可求得实验模型内的流

体的体积流量,主要原型与模型的结构尺寸与流量参数对照于表 1。                                      

 

表 1 原型/模型主要尺寸参数和实验参数对照表（拉速 2.0m/min） 

Table.1 The main structure size and parameters of model and prototype 

尺寸与参数 中包液位，mm 长水口直径φ，mm 拉速 m/min 单流流量 m3/h 总流量 m3/h 

原型 800 70 2 0.34 2.7 

模型 267 23 1.154 0.173 1.39 

 

1.2 实验方法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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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刺激-响应”的实验方法。从钢包长水口向中间包快速注入 500ml 饱和食盐水，用电极测量各

出口处的电导率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并转换成数字信号后由计算机实现数据的采集和存储。考虑到对称

性，实验只须采集第 1、2、3和 4流出口的电导率。实验装置如图 1所示。中间包出口从左到右依次为第

1流、2……8流。 

 
图 1 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 .1 The sketch map of experimental equipment 

整个试验分为 8组（见表 2），以空包（方案 1）位基础，现行结构（方案 2）为参照，对中包结构进

行优化实验研究。优化实验方案包括改变原有挡墙出钢孔的方向，在这基础上又增加挡坝和稳流器等控流

装置。中间包的控流装置如图 2。 

 
图 2 中间包及其他几种不同结构的控流装置示意图 

Fig.2 The sketch map of tundish and several control device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 

       表 2  实验方案 

Table.2  The scheme of experiment 

方案 V 形挡墙 稳流器 挡坝 备注 

1 无 无 无 空包 

2     原挡墙 无 无 原挡墙（当前控流装置) 

3     新挡墙 无 无 新挡墙（挡墙出钢孔方向往轴向调整） 

4     新挡墙 盆式 无  

5     新挡墙 盆式 单低坝 坝位置（2、3 流中间，坝高 60mm） 

6     新挡墙 盆式 双低坝 坝位置（2、3 流中间和 3、4流中间） 

7     新挡墙 盆式 单高坝 坝位置（2、3 流中间，坝高 80mm） 

8     新挡墙 盆式 双高坝 坝位置（2、3 流中间和 3、4流中间） 

为了设计出理想的中间包，使夹杂物易于上浮和去除，使各流流动趋于一致；中间包内控流装置的设

计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延长钢水在中间包内的平均停留时间 t ； 

   （2）减少死区体积分数
R

VVd ，避免短路流现象，增加活塞流体积分数
R

VVP ； 

   （3）中间包能够较均匀的分配给每一个水口，各流平均停留时间尽量接近，即减少各流的平均停留时

间的离散度
各流t

 。 

   （4）增加各流无因次开始响应时间 min 数值；降低各流开始响应时间的离散度
mint 。 

    通过比较和分析这几个流动特性参数对改善中间包流动特性的效果，进而确定最优方案。 

1.3 RTD 曲线分析方法 

利用物理模拟得到的停留时间分布（RTD）曲线来分析中间包内流体的流动特性已成为优化中间包的

流场及控流装置的重要手段
 []
。采用文献

[]
提供的多流中间包流动特性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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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区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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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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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式中， aQ 为活跃区流体体积流量，Q 为总流量， RV 为中间包总体积，无因次时间  /t ， mint 为

示踪剂的开始响应时间； p eakt 为示踪剂在中间包出口处达到最大浓度的时间。整体平均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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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停留时间 QVR ，其中式中 i 为流数， i =1,2……,n；j

为采集次数，j=1,2……,m。     

设


 min
min

t
 ， min 作为评价是否有短路流现象，其值越小，短路流现象越严重

[]
。 t 延长有利于增

加夹杂物的上浮几率，有利于提高钢水的洁净度，进而提高铸坯的的内部质量
[]
。 

连铸过程中，希望中间包能够较均匀将钢水分配给每个水口，这样可以保证各流的铸坯质量不至于有

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考察中间包内流体流动的一致性。  定义
avg

t

t

S

min

min
min  、 

avg

t

t t

S
各流

各流
  分别为

各流开始响应时间和平均停留时间的离散度，用来表征各流流动的均匀性。根据统计学原理，离散度越大，

各流相应值相差就越大，流动就越不均匀；相反，离散度越小，各流相应值相差就越小，流动就越均匀；

目前有很多文献提供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中间包各流流动的均匀性，对多流中间包流场的优化有一定的指导

作用，但是对于不同控流方案的中间包，RTD曲线特征值的基数往往不同，其绝对值的可比性较差，用其

相对值（即离散度）进行比较更合理。                                

其中，各流平均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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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模型实验结果与结构优化 

几种方案的实验结果如图 3~图 6所示。由图 3可以看出，空包结构（方案 1）时，各流无因次开始响

应时间数值 min 较低，尤其第 2、3 和 4 流，说明这 3 流有严重的短路流现象，不利于夹杂物的上浮和去

除；当前控流装置时(方案 2)，各流的 min 值有了明显的增大，但第 3、4 流无因次开始响应时间数值还

是较小，说明这两流还存在明显的短路流现象；对比方案 2，控流装置为新挡墙后，各流的 min 值分别升

高了 19.8%、7.4%、37%和 132%，说明第 3、4流的短路流现象进一步被削弱，有利于夹杂物的上浮和去除。

对比方案 3，在新挡墙的基础上加稳流器的组合控流装置后，第 3流的 min 值略微的增加，第 4流 min 值

增加 10.7%，进一步改善了钢水的流动特性。对比方案 4，在新挡墙和稳流器的基础上,在第 2 流和第 3

流之间加单坝后，对第 3 流 min 值效果明显，分别增加了 15.7%和 34.2%。对比方案 4，由单坝改为双坝

后，发现双高坝的控流效果除了第 2流增加 44.6%外，其他 3流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双低坝的控流效果明

显，第 2、3 和第 4 流的 min 值分别增加 51.7%，14.5%和 22.2%。整体来讲，在提高 min 值方面，优化后

的实验方案对改善 min 方面效果明显。对比优化后这几组方案，认为控流效果最好的是方案 6。 

117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118 - 

由图 4可以得到，空包（方案 1）时，开始响应时间离散度
mint 值为较大，说明各流开始响应时间相

差较大，不利于各流流动的一致性；当前控流装置时(方案 2)，
mint 值降低到了 0.68，但数值还是较大，

说明在各流流动一致性方面还存在不足。对比方案 2，控流装置换成新挡墙后，方案 3 的
mint 值下降了

20.5%，控流效果进一步加强。对比方案 3，在新挡墙的基础上加稳流器控流装置后，
mint 值下降了 13.0%，

进一步提高了控流效果。对比方案 4，在新挡墙和稳流器的基础上,在第 2 流、第 3 流之间加单坝控流装

置后，发现高坝对改善中间包控流效果较好，
mint 值下降了 10.6%。对比方案 4，由单坝改为双坝后，

mint

值又有了一定幅度的下降，但双低坝比双高坝效果好，双低坝的
mint 值下降了 38.2%。优化后的控流方案

在改善
mint 值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对比优化后的几组方案，认为方案 6控流效果最明显。 

停留时间（图 5）表明，空包（方案 1）时，整体停留时间 t 较短，不利于夹杂物的上浮，并且各流

平均停留时间的离散度
各流t

 值较大，不利于改善各流流动一致性；当前控流装置时(方案 2)，t 有了明显

的延长，
各流t

 值也有了降低的趋势，控流效果有了一定的提升；对比方案 2，控流装置换成新挡墙后，

方案 3中 t 值升高了 45.1s，进一步提高了夹杂物上浮的几率，但离散度
各流t

 值升高了 47.1%，不利于改

善各流流动一致性；对比方案 2，在新挡墙的基础上加稳流器和单坝控流装置后，实验方案 4、5和 7在 t

值上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离散度
各流t

 值变大，不利于改善各流流动一致性。对比方案 2，由单坝换成双

坝后，实验方案 6和 8不但 t 值分别提高了 31.9s和 29.7s，而且离散度
各流t

 值也降低了 7.9%和 17.1%，

这不但有利于夹杂物的去除，还有利于改善各流流动一致性。通过分析这几种优化实验结果，兼顾 t 和

各流t
 值对控流效果的影响，认为方案 6和方案 8的效果较好。 

由图 6 可知，控流装置为空包（方案 1）时，
R

VVd 值较大，
R

VVP 值较小，这既减少了中间包的

有效容积，也不利于夹杂物的上浮；对比方案 1，控流装置换成原挡墙(方案 2) 后，
R

VVd 值有了一定

程度的降低， 
R

VVP 值明显增加，说明中间包的控流效果提高，但距理想控流效果还有一定差距；对比

方案 2，控流装置换成新挡墙后，方案 3中
R

VVP 值增加了 31.4%，
R

VVd 值降低了 34.6%，进一步增加

了中间包的有效容积和夹杂物的上浮几率。控流装置优化的后几组实验方案中，
R

VVP 值都有一定程度

增加，
R

VVd 值都有了一定程度上降低，总体看，实验方案 3 和实验方案 6 的控流效果明显，
R

VVd 值

分别降低了 34.6%和 32.5%，
R

VVP 值分别升高了 31.4%和 38.2%。认为实验方案 3 和方案 6 控流效果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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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无因次开始响应时间的对比图                         图 4 开始响应时间的离散度对比图 

Fig.3 Dimensionless response time of each               Fig.4 The dispersion of response time of each 
controlling condition                                  controlling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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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控流条件下的停留时间对比                       图 6 不同条件下的流动模式对比 

Fig.5 The residence time of all kinds of controlling condition    Fig.6 The flow pattern of all kinds of controlling 
condition 

通过上述对比和分析各方案的无因次开始响应时间 min 、开始响应时间离散度
mint 、整体停留时间 t 、

各流平均停留时间的离散度
各流t

 、
R

VVd 值与
R

VVP 值，以及这些特性参数对改善中间包内流动特性的

效果，认为方案 6的控流效果最好，可以使中间包的流场得到很大改善。 

选取原挡墙（方案 2)和最优方案(方案 6)的 RTD 曲线，如图 7 和 8 所示。方案 2中，第 2、3流有明

显的尖峰，说明有严重的短路流存在，不利于夹杂物去除；各流峰值浓度较大，说明流体在中间包混合程

度较差，不利于均匀中间包内钢水温度；峰值出现时间较早，不利于夹杂物的上浮。方案 6中，第 2流还

有明显的尖峰，但是峰值浓度是对应方案 2峰值浓度将近 0.4倍，说明优化实验方案 6的控流装置对各流

的短路流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夹杂物上浮，方案 6时各流峰值的浓度有较大幅度降低，说明中间包

内钢水的混合程度较好；各流峰值出现时间延长，有利于夹杂物上浮和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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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方案 2 的 RTD 曲线                             图 8  方案 6的 RTD 曲线 

Fig.7  The RTD curves of program 2                   Fig.8 The RTD curves of program 6 

3 结论 

 (1) 原挡墙对中间包夹杂物的上浮和各流流动特性一致性方面起到有了一定的改善作用，但是其控流装

置还没有达到理想控流效果，在夹杂物上浮和各流流动一致性方面还存在不足。     

（2）对比原挡墙，控流装置为新挡墙时，各流的 min 值明显变大，分别增加了 19.8%、7.4%、37%和 132%；

各流t
 降低了 20.5%； t 值增加 45.1s；

R
VVd 值降低了 34.6%；

R
VVP 值增加了 31.4%；整体上改善了中

间包的流动特性，但
t

 值升高了 47.1%，不利于改善各流的流动一致性。 

（3）在新挡墙的基础上，加稳流器和挡坝等控流装置后，各个方案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流动特性参数上对

改善中间包的流动特性有一定的效果；通过对比和分析中间包流动特性，认为“新挡墙+稳流器+双低坝”

控流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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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回归模型在 IF 钢夹杂缺陷的分析应用 

张春杰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生产制造部，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通过逻辑回归模型，使用 SPSS 统计学软件对邯钢 IF 钢生产数据采用逻辑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相关性

分析、假设检验等方法，分析了相关参数对夹杂缺陷的影响，其中，RH 精炼的加铝前氧位及加铝前温度、吹氧量、

静置时间和连铸拉速对是否出现夹杂缺陷有主要影响，生产过程中要合理控制。 

关键词：逻辑回归;IF 钢;夹杂;分析 

Application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the analysis of inclusion 

defects in IF steel 

Zhang Chun-jie 
(Hand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Hebei Iron and Steel Group) 

Abstract：B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using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for Handan IF steel production 

data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hypothesis testing method, 

analyzes the related parameters of the effects of inclusion, RH and aluminum refining and oxygen before 

adding aluminum front temperature, oxygen consumption, and standing time the casting speed on 

whether the inclusion mainly affects the defects, to control the production process. 

Key words：logistic regression; interstitial free steel; inclusion analysis

 

汽车工业的发展带动了 IF（interstitial-free steel）钢的生产，IF 钢中的碳、氮原子被铌、钛等微量合

金元素固溶成碳、氮的化合物，使钢中无间隙原子存在，因此称之为无间隙原子钢[1-2]。由于 IF 钢有良好

的深冲性能，广泛用于汽车制造中复杂冲压件、外覆盖板以及作为高成形镀锌钢板的基板[3]。 

DC06 作为 IF 钢，主要用作生产汽车面板，除要求均匀的成型性外，表面不允许有可见的线状或斑点

缺陷，缺陷的存在会导致涂层不良，影响美观[4]。因此，要求连铸坯 W（T.O）＜20×10
-6，夹杂物尺寸小

于 50um
[5]。 

1  IF 钢夹杂缺陷 

IF 钢汽车板夹杂，主要在冷轧的连退产品和镀锌产品上。夹杂的形貌主要有条状夹杂、点状夹杂、

气泡类夹杂、细线状夹杂（暗线）、块状夹杂等。夹杂无规律性地分布在冷轧卷板上、下表面。邯钢冷轧

板最典型的两种夹杂缺陷形貌如图 1、图 2 所示。 

 

 

 
图 1 DC06 冷轧板条状夹杂缺陷 

Fig.1 DC06 cold rolled plate strip inclusion de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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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C06 冷轧板点状夹杂缺陷 

Fig.2 DC06 cold rolled plate point inclusion defect 

1.1  条状夹杂缺陷 

通过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条状缺陷内部零散分布着一些黑色的区域，内部分散着一些细小的夹杂

物颗粒，尺寸在 2-5μm，见图 3、图 4 所示。通过能谱分析颗粒成分，发现这些细小的颗粒基本均为 Al2O3

夹杂，见图 5 所示。 

 
图 3 条状缺陷微观下概貌 

Fig.3 Microscopic appearance of strip defects 

 
图 4 条状缺陷内部黑色区域形貌 

Fig.4 Black region morphology of strip defects 

 
图 5 条状缺陷内部颗粒的能谱图 

Fig.5 Energy spectra of particles within a strip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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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点状夹杂缺陷 

通过能谱和扫描电镜观察，点状夹杂缺陷周围有夹杂物存在，见图 6 所示；从图 7 的扫描分析可以看

出，夹杂物主要为 TiN 夹杂和 Al2O3夹杂，TiN 夹杂尺寸在 5μm，Al2O3 夹杂尺寸在 10μm，且都属于硬质

不变形夹杂物。 

 
图 6 点状缺陷周围夹杂物 

Fig.6 Inclusions around a point defect 

 
图 7 点状缺陷周围夹杂物扫描能谱 

Fig.7 Spot defects; inclusions around; scanning energy spectra 

2  逻辑回归模型分析 

IF 钢夹杂缺陷的形成，与 RH 精炼过程、连铸浇注控制密切相关，主要相关的参数有钢水温度、钢水

氧位、吹氧量、静置时间、拉速、中包温度等指标，通过逻辑回归模型，使用 SPSS 统计学软件对现有的

数据采用逻辑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假设检验等方法，分析相关参数对夹杂缺陷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得到整个冶炼过程中参数与缺陷的相关性。 

2.1  夹杂缺陷指数 

夹杂缺陷指数如下公式 1 所示。指数接近 1，说明夹杂缺陷越容易出现；接近 0，表示夹杂缺陷越不

容易出现。统计数据为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8 月，DC06 钢种共 486 炉次的转炉、RH 精炼、连铸的有

效参数。 

 
-

=
-

样本实际缺陷率 目标缺陷率
夹杂缺陷指数

样本中最高缺陷率 目标缺陷率
                 (1) 

2.2  逻辑回归模型 

利用逻辑回归模型，参数的显著性检验使用 Wals 检验法，统计软件自动计算 Wals 统计量及相应的相

伴概率，并根据此进行决策。 

2.2.1  RH 进、出站温度对夹杂缺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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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二项回归分析中的变量 
Table.1 Variables in two regression analysis 

 B S.E, Wals df Sig. Exp (B) 

步骤 1a 

RH 进站温度 0.007 0.006 1.294 1 0.255 1.007 

RH 出站温度 0.000 0.012 0.001 1 0.982 1.000 

常量 -11.886 20.521 0.335 1 0.562 0.000 

a.在步骤 1 中输入的变量: RH 进站温度, RH 出站温度. 

对进、出站温度进行二项逻辑回归分析，得到表 1。从表 1 中的 Sig 值可看出，进、出站温度与是否

出现夹杂缺陷的关系不显著，相对于出站温度，进站温度对是否出现夹杂缺陷影响更多一些。根据表 2

进出站温度描述统计中的均值和标准差，可以看出，出站温度的标准差较小，说明出站温度更多考虑到连

铸的匹配和过热度要求，受人为控制。 
 
表 2 进、出站温度描述统计量 

Table.2 Inlet and outlet temperatur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RH 进站温度（℃） 449 1557 1652 1612.08 15.473 

RH 出站温度（℃） 449 1585 1627 1601.95 8.230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449     

 

通过夹杂缺陷指数与 RH 进站温度的条形图，见图 8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夹杂缺陷指数的分布虽然有

起伏，但是并没有明显的趋势，说明进站温度与夹杂缺陷关系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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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进站温度区间夹杂缺陷指数分布条形图 

Fig.8 Bar index distribution of inclusion defects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 intervals 

2.2.2  RH 加铝前氧位对夹杂缺陷影响 

统计不同氧位区间与夹杂缺陷指数分布，见图 9 所示，由图 9 可知，加铝前氧位较高时，夹杂缺陷

指数明显较高。 

同时，分别对有无夹杂缺陷的炉次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 3；其中出现夹杂缺陷的炉次的均值为

423.7ppm，大于没有夹杂缺陷的炉次均值 421.0ppm，并且出现夹杂缺陷炉次的均值 95%置信区间也稍大

于没有出现夹杂缺陷的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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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氧位区间夹杂缺陷指数分布条形图 

Fig.9 Bar index distribution of inclusion defects in different oxygen intervals 

表 3 加铝前氧位是否有夹杂缺陷对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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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3 Comparative description of inclusion defects before adding aluminium 
 是否有夹杂 统计量 标准误 

加铝前氧位 

否 

均值 421.03 4.18 

均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412.82  

上限 429.25  

5% 修整均值 418.82  

中值 420.50  

方差 5230.79  

标准差 72.32  

极小值 214.0  

极大值 790.0  

范围 576.0  

四分位距 91.9  

偏度 0.686 0.141 

峰度 2.54 0.281 

是 

均值 423.72 5.2869 

均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413.28  

上限 434.15  

5% 修整均值 421.82  

中值 419.00  

方差 4947.45  

标准差 70.34  

极小值 251.0  

极大值 621.0  

范围 370.0  

四分位距 97.0  

偏度 0.415 0.183 

峰度 -0.127 0.363 

 

2.2.3  RH 加铝前温度对夹杂缺陷影响 

表 4 加铝前温度、氧位、静置时间二项逻辑回归变量表 
Table.4 Two logistic regression variables of temperature, oxygen level and resting time before adding aluminium 

 B S.E, Wals df Sig. Exp (B) 

步骤 1a 

加铝前温度 -0.016 0.013 1.593 1 0.207 0.984 

加铝前氧位 0.002 0.002 1.538 1 0.215 1.002 

静置时间 0.002 0.009 0.041 1 0.839 1.002 

常量 24.636 20.438 1.453 1 0.228 50051223174.312 

注：a. 在步骤 1 中输入的变量: 加铝前温度, 加铝前氧位, 静置时间. 

 

通过对加铝前温度、加铝前氧位、静置时间 3 个参数逻辑回归分析（见表 4）；由表 4 可知，3 个参

数的 Sig 值均不显著，所以比较三个值的相对大小。加铝前温度与加铝前氧位的 Sig 值相差不大，而静置

时间的 Sig 值较大，所以认为加铝前温度与加铝前氧位对于夹杂缺陷的影响显著性水平是相同的，而静置

时间对夹杂缺陷的线性趋势不显著，结合加铝前氧位的分析可以判断加铝前温度对于夹杂缺陷的影响是显

著的。并且可以根据 B 值的正负判断相关性，所以加铝前温度越高，出现夹杂缺陷的概率越小；而加铝

前氧位越高，出现夹杂缺陷的概率越大。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整个冶炼过程中温度与氧位的控制对于夹杂物缺陷的影响是显著的。 

2.2.4  吹氧量对夹杂缺陷影响 

对吹氧量按照是否有夹杂缺陷进行探索性描述得到表 5、图 10。从表 5、图 10 可以看出，出现夹杂

缺陷的吹氧量的平均值，高于没有夹杂缺陷的炉次；虽然两者中值一样，但出现夹杂缺陷的炉次的四分位

点明显高于没有出现夹杂缺陷。说明较高的吹氧量对出现夹杂缺陷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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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吹氧量箱图 

Fig.10 The amount of oxygen blowing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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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吹氧量区间夹杂缺陷指数分布条形图 

Fig.11 Bar index distribution of inclusion defects in different oxygen blowing intervals 

 

通过分析不同吹氧量与夹杂物指数的关系，见图 11；可看出吹氧量小于 250Nm
3
时，有两个范围内的

夹杂缺陷指数稍大于 0.4，其余均小于 0.4；当吹氧量大于 250Nm
3
时，夹杂缺陷指数高达 0.57，说明当吹

氧量大于 250Nm
3
时，轧制过程中出现夹杂缺陷的比例明显升高。 

表 5 吹氧量按照有无夹杂缺陷分类统计表 
Table.5 Classification of blowing oxygen in accordance with or without inclusion defects 

 是否有夹杂缺陷 统计量 标准误 

吹氧量（Nm3） 

否 

均值 121.77 5.828 

均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110.30  

上限 133.24  

5% 修整均值 114.36  

中值 100.00  

方差 9816.962  

标准差 99.081  

极小值 0  

极大值 540  

范围 540  

四分位距 146  

偏度 0.908 0.143 

峰度 0.849 0.286 

是 

均值 125.19 8.841 

均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107.73  

上限 142.64  

5% 修整均值 114.64  

中值 100.00  

方差 13443.907  

标准差 115.948  

极小值 0  

极大值 698  

范围 698  

四分位距 170  

偏度 1.479 0.185 

峰度 3.794 0.368 

 

2.2.5  静置时间对夹杂缺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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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了 350 个炉次的静置时间，绘制静置时间分布条形图，见图 12；从图 12 可以看出，大部分炉次

的静置时间分布在 20-50min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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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静置时间分布条形图 

Fig.12 Dead time distribution bar graph 

分析不同静置时间与夹杂缺陷指数的关系，见图 13 所示；静置时间主要分布的范围为 20-50min，从

图中可以看出，静置时间在 30-40min 的时间内夹杂缺陷指数明显小于两侧的夹杂缺陷指数。说明静置时

间在 30-40min 的范围内，夹杂缺陷指数较小，生产中应当将静置时间控制在 30-40min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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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不同静置时间区间夹杂缺陷指数分布条形图 

Fig.13 Bar index distribution of inclusion defects with different static time intervals 

2.2.6  拉速对夹杂缺陷的影响 

对连铸平均拉速、中间包温度与夹杂缺陷进行二项逻辑回归分析。从表 6 中可以看出，连铸平均拉

速的显著性水平为 0.062 接近 0.05，认为拉速对于夹杂缺陷是显著的。并且从 B 值可以看出，拉速与是否

出现夹杂缺陷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即拉速越大，出现夹杂缺陷的可能性越高。 

表 6 逻辑回归变量表 
Table.6 Logistic regression table 

 B S.E, Wals df Sig. Exp (B) 

步骤 1a 

拉速 0.014 0.007 3.485 1 0.062 1.014 

中包温度 0.000 0.012 0.000 1 0.997 1.000 

常量 -2.064 18.580 0.012 1 0.912 0.127 

注：a. 在步骤 1 中输入的变量: 拉速, 中包温度. 

2.2.7  中包温度对夹杂缺陷的影响 

由表 6 中可以看出，中包温度的显著性水平为 0.997，大于 0.05，所以认为中包温度对于是否出现夹

杂缺陷的影响是较小的。 

同时，对中包温度进行探索性分析，见表 7 所示，从表 7 可看出，出现夹杂缺陷的炉次和未出现夹

杂缺陷的炉次的均值以及均值的 95%置信区间是基本相同的，所以认为，中包温度与是否出现夹杂缺陷的

关系不显著。 

表 7 中间包温度统计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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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7 Comparison of tundish temperature statistics 
 是否有夹杂缺陷 统计量 标准误 

中包温度（℃） 

否 

均值 1560.65 0.509 

均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1559.65  

上限 1561.65  

5% 修整均值 1560.75  

中值 1561.00  

方差 71.508  

标准差 8.456  

极小值 1536  

极大值 1589  

范围 53  

四分位距 12  

偏度 -0.124 0.147 

峰度 0.060 0.292 

是 

均值 1560.67 0.604 

均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1559.48  

上限 1561.86  

5% 修整均值 1560.63  

中值 1560.00  

方差 62.306  

标准差 7.893  

极小值 1541  

极大值 1581  

范围 40  

四分位距 11  

偏度 0.111 0.186 

3  分析与结论 

1）RH 精炼的加铝前氧位及加铝前温度，对是否出现夹杂缺陷有主要影响，加铝前温度越高，出现

夹杂缺陷的概率越小；加铝前氧位越高，出现夹杂缺陷的概率越大，应当控制温度及氧位变化。 

2）通过统计分析，当吹氧量大于 250Nm
3 时，轧制过程中出现夹杂缺陷的比例明显升高；生产过程

中，吹氧量应控制在 250Nm
3 以下，超过之后，夹杂缺陷指数明显提高。 

3）静置时间在 30-40min 范围内夹杂缺陷指数最小，生产中应当将静置时间控制在 30-40min 之间。 

4）连铸过程中拉速对于夹杂缺陷有明显影响，拉速与是否出现夹杂缺陷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即拉速

越大，出现夹杂缺陷的可能性越高；而中间包温度对夹杂缺陷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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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船用锻件工艺与成分研究 
高家悦 

（石钢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辽宁 营口 151000） 

 

摘  要：近年来，我公司 20Mn-C 船用锻件产品性能合格率不高，非常规、性能指标要求高的船件（指 20Mn-C

碳锰钢抗拉强度大于 560Mpa）性能合格率为 62.5%，多次船检出现抗拉值低于要求指标的情况，甚至易导致产

品的报废。经过近一年多的努力，通过实践解决了这一问题，本文研究了船用锻件的成分、工艺的设计与结果的

关系，提出加入固溶强化元素可以获得比理论计算值更高的强度结果，对理论强度计算公式可以进行局部修正。 

关键词：船用锻件；20Mn-C；成分设计 

Study on process and composi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marine 

forgings  

Gao Jiayue  
(ShiGangJingCheng Equipmen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Co.Ltd, E-mail: 40204951@qq.com)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our company 20Mn-C marine forgings product quality rate is not high, the 

very rules,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high (20Mn-C carbon steel tensile strength greater than 

560Mpa) performance of the qualified rate is 62.5%, the ship appears repeatedly tensile value is lower 

than the index requirements, even easily lead scrap caused by products. After nearly a year of hard work,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solving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of ship design and the 

forging process, composition, added to the solid solution strengthening elements can be obtained more 

than the strength calculation theory, can be a local correction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strength.  

Key words：20Mn-C; composition design

近年来，在节能降耗、降低成本的国际船舶行业背景要求下，船企设计院在船舶结构设计上与以往有

显著不同，船体结构件向高强度、低重量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传统 235MPa(屈服强度)级别的船体结构

类锻件(20Mn-C 为主)向 300MPa(屈服强度)以上级别发展，因此，船厂、设计院对锻件制造厂商提出了更

高的强度要求。更高的要求也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和更有竞争力的市场。 

近年我公司常规船用锻件产品性能合格率为 92%，非常规、性能指标要求高的船件（指 20Mn-C 碳锰

钢抗拉强度大于 560Mpa）性能合格率为 62.5%，多次船检出现抗拉值低于要求指标的情况，甚至易导致

产品的报废。为解决这一问题，系统研究成分设计与性能指标的关系很有必要。 

1  技术要求 

1.1 船体结构类锻件船规要求 

 
表 1 船体结构用锻钢件的化学成分 

Table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marine forged steel-piece 

钢材种

类 

化学成分（%） 

C Si Mn S P Cr Mo Ni Cu 
残余元

素总量 

碳钢 

碳锰钢 
≤0.23

①②
 ≤0.45 0.3~1.5 ≤0.035 ≤0.035 ≤0.3

③
 ≤0.15

③
 ≤0.40

③
 ≤0.40

③
 ≤0.85 

合金钢 ④ ≤0.45 ④ ≤0.035 ≤0.035 ④ ④ ④ ≤0.30
③
 — 

注： 

① 如果下式计算所得碳当量（Ceq）不超过 0.41%，则碳量可超过 0.23%限制。 

② 不用于焊接结构的碳钢和锰钢的含碳量最大可为 0.65%。 

③ 这些元素作为残余元素考虑。 

④ 技术条件应提交备查。 

⑤ 舵杆和舵销按焊接结构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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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常见的认可图纸的成分、性能及冰级船要求 

1） CLASS: LR, *IWS, Ice Class 1C FS 

2） THE RUDDER STOCK & PINTLE STOCK TO BE SUBJECT TO CALSS REQUIREMENTS 

— TENSILE STRENGTH: MIN. 56N/mm
2 

— YIELD STRENGTH: MIN. 280N/mm
2
 

— CARBON CONTENT: MAX. 0.23% 
 

表 2 化学成分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化学成分, % MAX. 

C SI Mn S P 残余元素 

0.23 0.45 0.3-1.2 0.035 0.035 0.80 

 

1.3 常见的技术协议要求 

 
表 3 中间轴的机械性能 

Table 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intermediate shaft 

抗拉强度，N/mm2 区服强度，N/mm2 
纵向 切向 

延伸率 断面收缩率 延伸率 断面收缩率 

800 580 14 40 10 27 

 

以上三个方面内容，加上认可信，以及冰级船规则，构成了总技术要求。 

5 研究方法 

根据固溶强化理论的指导，在满足各成分要求的前提下，合理设计内控，是达到研究目标的一个必要

条件。针对高强度的要求,我们通过查找文献，确定了研究方向，微合金化以及固溶强化、加工强化理论

虽然都被认为是先进做法，但考虑到我企业实际，探伤合格率不高的情况下，引入某些元素会产生意想不

到的后果，一旦影响钢的纯净度等等，将会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我们倾向于优先按照固溶强化理论完

成这一课题。 

固溶强化一般来讲，其溶质原子溶 27 入后，要引起溶剂金属的晶格产生畸变，进而位错运动时受到

阻力增大。 

而弥散强化金属化合物一般要求本身有很高的硬度，因此合金中以固溶体为基体再有适量的金属间化

合物均匀细小弥散分布时，会提高合金的强度、硬度及耐磨性。这种用金属间化合物来强化合金的方式为

弥散强化。 

锻造方面的加工强化是通过产生塑性变形来增大位错密度，从而增大位错运动阻力，引起塑性变形抗

力的增加，提高合金的强度和硬度。 

简单的说，固溶强化和弥散强化都是利用合金的组成相来强化合金，固溶强化是通过产生晶格畸变，

使位错运动阻力增大来强化合金；弥散强化是利用金属化合物本身的高强度和硬度来强化合金；而加工强

化是通过力的作用产生塑性变形，增大位错密度以增大位错运动阻力来强化合金；三者相比，通过固溶强

化得到的强度、硬度最低，但塑性、韧性最好，加工强化得到的强度、硬度最高，但塑韧性最差，弥散强

化介于两者之间。这也是我们选择固溶强化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对于固溶强化元素，根据以往的性能结果，我司在 C、Mn 的运用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挖掘

潜力不大，于是考虑通过调整固溶强化元素以及细化晶粒元素的含量，从而提高强度。钢中元素按照作用

划分，共有如下的一些作用，联合起来成为钢后的规律，就需要生产和试验来摸索。 

I.铬(Cr)  

铬能增加钢的淬透性并有二次硬化的作用，可提高碳钢的硬度和耐磨性而不使钢变脆。含量超过 12%

时，使钢有良好的高温抗氧化性和耐氧化性腐蚀的作用，还增加钢的热强性。铬为不锈钢耐酸钢及耐热钢

的主要合金元素。 铬能提高碳素钢轧制状态的强度和硬度，降低伸长率和断面收缩率。当铬含量超过 15%

时，强度和硬度将下降，伸长率和断面收缩率则相应地有所提高。含铬钢的零件经研磨容易获得较高的表

面加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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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在调质结构中的主要作用是提高淬透性，使钢经淬火回火后具有较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在渗碳钢中

还可以形成含铬的碳化物，从而提高材料表面的耐磨性。含铬的弹簧钢在热处理时不易脱碳。铬能提高工

具钢的耐磨性、硬度和红硬性，有良好的回火稳定性。在电热合金中，铬能提高合金的抗氧化性、电阻和

强度。 

II.镍（Ni）  

 镍在钢中强化铁素体并细化珠光体，总的效果是提高强度，对塑性的影响不显著。一般地讲，对不

需调质处理而在轧钢、正火或退火状态使用的低碳钢，一定的含镍量能提高钢的强度而不显著降低其韧性。

据文献记载，每增加 1%的镍约可提高强度 29.4Pa（文献数据可信度一般）。随着镍含量的增加，钢的屈服

程度比抗拉强度提高的快，因此含镍钢的比可较普通碳素钢高。镍在提高钢强度的同时，对钢的韧性、塑

性以及其他工艺的性能的损害较其他合金元素的影响小。对于中碳钢，由于镍降低珠光体转变温度，使珠

光体变细；又由于镍降低共析点的含碳量，因而和相同的碳含量的碳素钢比，其珠光体数量较多，使含镍

的珠光体铁素体钢的强度较相同碳含量的碳素钢高。反之，若使钢的强度相同，含镍钢的碳含量可以适当

降低，因而能使钢的韧性和塑性有所提。镍可以提高钢对疲劳的抗力和减小钢对缺口的敏感性。镍降低钢

的低温脆性转变温度，这对低温用钢有极重要的意义。含镍 3.5%的钢可在-100℃时使用，含镍 9%的钢则

可在-196℃时工作。镍不增加钢对蠕变的抗力，因此一般不作为热强钢的强化元素。 镍含量高的铁镍合

金，其线胀系数随镍含量增减而显著变化，利用这一特性，可以设计和生产具有极低或一定线胀系数的精

密合金、双金属材料等。  

III.钼（Mo） 

钼在钢中能提高淬透性和热强性，防止回火脆性，增加剩磁和矫顽力以及在某些介质中的抗蚀性。 

在调质钢中，钼能使较大断面的零件淬深、淬透，提高钢的抗回火性或回火稳定性，使零件可以在较

高温度下回火，从而更有效地消除（或降低）残余应力，提高塑性。在渗碳钢中钼除了具有上述作用外，

还能在渗碳层中降低碳化物在晶界上形成连续网状的倾向，减少渗碳层中残留的奥氏体，相对地增加了表

面层的耐磨。在锻模钢中，钼还能保持钢有比较稳定的硬度，增加对变形开裂和磨损等的抗力。 

对于每种元素对于基体中的作用，虽然文献记载了一些，但经过研究和试验，因基体材质差异，实际

表现是有区别的。具体哪种元素作用更强些，虽然我们可以用公式作为预测，但适合我公司的公式，还需

要实际研究，为此，研究组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参考相关资料的以下公式： 

 

屈服强度： σs(MPa)=9.8{12.4+28C+8.4Mn+5.6Si+5.5Cr+4.5Ni+8.0Cu+55P+[3.0-0.2（h-5）]} 

抗拉强度：σb(MPa)=9.8{23.0+70C+8.0Mn+9.2Si+7.4Cr+3.4Ni+5.7Cu+46P+[2.1-0.14（h-5）]} 

 

已有的文献报道中，不同合金元素对钢的区服强度及抗拉强度的影响趋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不同合金元素对于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影响 

Fig.2 The influence of alloy elements on the yield strength and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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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溶强化研究方向确定后，我们尝试了对船体结构类钢（20Mn）锻件材质上共进行了 5 炉实验，其

中 3 炉按 560Mpa 以上要求摸索试验数据，其余两炉探索减少合金元素含量摸索导致的性能变化。实验数

据如下所示。结果证明，此方案对 20Mn-C 满足预期合格率是成功的。并在研究后期通过获取同行业技术

资料，进一步验证方向的正确性。 

1）第一炉（1523266） 

成分设计为如表 4 所示。 

表 4 第一炉钢化学成分 

Table 4. The steel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first heat 

C Si Mn P S Cu Ni Cr Mo 

≤0.23 ≤0.45 0.3/1.5 ≤0.035 ≤0.035 ≤0.30 ≤0.40 ≤0.30 ≤0.15 

0.22 0.37 1.42 0.018 0.003 0.01 0.12 0.12 0.12 

达到的性能图表 5 所示。 

表 5 第一炉机械钢性能 

Table 5.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first heat steel 

炉号 试样号/零件号 技术协议 试验方法 

拉伸试验 

检测结果 

抗拉强度 区服强度 断后伸长率 断面收缩率 

1523266 1501447-1S DNV 
GB/T228- 

2010GB/T229-2007 
594 

400 

(Rp0.2) 
26.5 67 

1523266 1501477-2M DNV 
GB/T228- 

2010GB/T229-2007 
597 

400 

(Rp0.2) 
26.0 67 

2）第二炉（1523266） 

成分设计为如表 6 所示。 

表 6 第二炉钢化学成分 

Table 6. The steel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2nd heat 

C Si Mn P S Cu Ni Cr Mo 

≤0.23 ≤0.45 0.3/1.5 ≤0.035 ≤0.035 ≤0.30 ≤0.40 ≤0.30 ≤0.15 

0.22 0.34 1.46 0.010 0.002 0.01 0.12 0.11 0.12 

 

达到的性能图表 7 所示。 

表 7 第二炉机械钢性能 

Table 7.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2nd  heat steel 

炉号 试样号/零件号 技术协议 试验方法 

拉伸试验 

检测结果 

抗拉强度 区服强度 断后伸长率 断面收缩率 

1526045 1502862-1S GL 
GB/T228- 

2010GB/T229-2007 
594 367 29.5 69 

1526045 1502862-2M GL 
GB/T228- 

2010GB/T229-2007 
587 365 28.0 69 

 

3）第三炉（1620216） 

在第一炉和第二炉试验和结果印证的基础上，我们将新接 3.74 万吨冰级船锻件合同中的 20Mn-C 成

分设计为如表 8 所示，对微合金化方法进行了试验和验证。 

 
表 8 第三炉钢化学成分 

Table 6. The steel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3rd heat 

C Si Mn P S Cu Ni Cr Mo 

≤0.23 ≤0.45 0.3/1.5 ≤0.035 ≤0.035 ≤0.30 ≤0.40 ≤0.30 ≤0.15 

0.22 0.26 1.40 0.0133 0.002 0.01 0.18 0.27 0.13 

 

达到的性能图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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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第三炉机械钢性能 

Table 9.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3rd  heat steel 

炉号 试样号/零件号 技术协议 试验方法 

拉伸试验 

检测结果 

抗拉强度 区服强度 断后伸长率 断面收缩率 

1620216 1600210-1S LR 船规 
GB/T228- 

2010GB/T229-2007 
593 

399 

（Rp0.2） 
25.5 68 

1620216 1600210-2 LR 船规 
GB/T228- 

2010GB/T229-2007 
623 

3413 

(Rp0.2) 
21.5 66 

 

4）第四炉（1622037） 

根据略低的性能要求（抗拉 520Mpa 以上），及较小的等效截面，按照合同要求，降低（抗拉 560Mpa

以上）投料时微量元素的含量，以满足预期设计。说明以下设计内控位于 560Mpa 要求的下限及以下，对

于该尺寸工件，若有高性能 560Mpa 以上要求的话，需要适当提高其他元素含量。第四炉成分如表 10 所

示。 

表 10 第三炉钢化学成分 

Table 10. The steel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4th heat 

C Si Mn P S Cu Ni Cr Mo 

≤0.23   ≤0.035 ≤0.035     

0.21 0.30 1.45 0.017 0.001 0.01 0.01 0.13 0.01 

 

达到的性能图表 11 所示。 

表 11 第三炉机械钢性能 

Table 1.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11th  heat steel 

炉号 试样号/零件号 技术协议 试验方法 

拉伸试验 

检测结果 

抗拉强度 区服强度 断后伸长率 断面收缩率 

1622037 1601310-1S ABS 
GB/T228- 

2010GB/T229-2007 
548 353 29.5 74 

1622037 1601310-2 ABS 
GB/T228- 

2010GB/T229-2007 
585 377 26.0 71 

 

4）第五炉（1623614） 

根据略低的性能要求（抗拉 520Mpa 以上），及等效截面，按照合同要求，降低（抗拉 560Mpa 以上）

投料时微量元素的含量，以满足预期设计。说明以下设计内控位于 560Mpa 要求的下限及以下，对于该尺

寸工件，若有高性能 560Mpa 以上要求的话，需要适当提高其他元素含量。。第五炉成分如表 12 所示。 

 
表 12 第五炉钢化学成分 

Table 10. The steel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5th heat 

C Si Mn P S Cu Ni Cr Mo 

≤0.23 ≤0.45 0.3/1.5 ≤0.035 ≤0.035 ≤0.30 ≤0.40 ≤0.30 ≤0.15 

0.22 0.26 1.41 0.016 0.001 0.01 0.01 0.22 0.06 

 

达到的性能图表 13 所示。 

表 11 第五炉机械钢性能 

Table 1.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5th  heat steel 

炉号 试样号/零件号 技术协议 试验方法 

拉伸试验 

检测结果 

抗拉强度 区服强度 断后伸长率 断面收缩率 

1623614 1601893-1S DNV GB/T228GB/T229 533 294 28.5 73 

1623614 1601893-2M DNV GB/T228GB/T229 573 327 28.0 71 

 

3  结  论 

通过以上研究实验，可以认为 Ni 对 20Mn-C 船体结构类锻件性能的提高程度要优于 Mo 对性能的提

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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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炉外，我们还根据某些合同要求，尝试在控制碳当量 Ceq 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的要求，试验

结果表明，此方案是可行的。 

在研究中， 我们还发现，锻造工序严格控制切头切尾量 保持较高的冶炼纯净度水平有利于船用锻

件性能的稳定和提高。 

冶炼偏析方面，保持较低的钢锭偏析水平，有利于船用锻件性能的稳定，并降低实体取样不合格风

险。较高的过热度不利于偏析程度的降低。摸索出如下规律：偏析问题以 C 偏析为主，是干扰性能合格

率的原因之一。在弥补冶炼偏析缺陷方面，尝试水冒口不同热处理冷却速度，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船用锻

件性能与冶炼夹杂物水平息息相关，夹杂物含量越低，性能指标越好。 

在固溶强化理论中，针对 20Mn 钢种大锻件，不同合金元素的强化效果是与文献明显不同的，说明

获取适合本企业的适宜成分-强度理论公式，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本次研究，技术人员还增强了技术积累，

随着课题的展开，微合金化强化理论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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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CrMnTi 系齿轮钢窄成分命中率工艺研究与

实践 
谷志敏，杨锋功，杨华峰 

（河钢集团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  要：分析了 CrMnTi 系齿轮钢整个生产过程，从中找出了该钢种化学成分稳定的影响因素，并制定技术工艺

改进优化措施，实施效果良好，窄成分合格率由 41.1%提高到 80.15%，提高了齿轮钢的端淬稳定性。 

关键词：齿轮钢；窄成分控制；端淬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Improving Narrow Component 
Percentage Hit Ratio of CrMnTi Gear Steel 

Gu Zhi-min, Yang Feng-gong, Yang Huafeng 
(Hesteel group Shisteel Company,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E-mail: 412831981@qq.com) 

Abstract: Analyses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rMnTi gear steel, found out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steady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institute measures to improve technical methods, the effectiveness is 

good, the Narrow component percentage of CrMnTi gear steel to 80.15 percent from 41.1 percent, 

improved stability of gear steel jominy. 

Key words: gear steel; narrow component control; jominy

 

齿轮是汽车、工程机械及机械制造业重要的传动零件,起着传递动力及改变速度和方向的作用。由于

齿轮工作条件复杂，在使用过程中会承受交变载荷、冲击载荷和磨损[1]
, 容易出现疲劳破坏,因此对齿轮要

求既具有优良耐磨性又要具备高的抗接触疲劳和抗弯曲疲劳性能[2]，这就对齿轮钢的力学性能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淬透性是反映钢材化学成分是否均匀的一个重要指标。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用户要求，必须提高

钢中化学元素控制的精准度，稳定窄成分合格率，提高淬透性合格率，稳定钢材使用性能。 

目前国内大部分齿轮钢均有电炉工艺生产[3]，石钢公司率先采用转炉工艺生产 CrMnTi 系齿轮钢，长

期以来存在成品窄成分合格率低的问题。2016 年 1~3 月，20CrMnTiH（TS）端淬合格率仅为 94.9%。本

文以 20CrMnTiH（TS）为代表钢种，通过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分析，从中找出了影响该类钢种化学成分

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并制定技术工艺改进优化措施。 

1 现状分析 

1.1 20CrMnTiH（TS）生产流程 

石钢公司 20CrMnTiH（TS）采用 LD（60t）－LF（60t）－VD（60t）－CC（方坯）流程生产。 

1.2 20CrMnTiH（TS）成品成分分析 

2016 年 3~9 月生产的 20CrMnTiH（TS）窄成分合格率仅为 41.1%，不合炉数为 625 炉。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20CrMnTiH（TS）窄成分不合统计/% 

Table.1 The qualified rate statistics of 20CrMnTiH（TS） narrow composition / % 

元素 C Si Mn P S Cr Al B Ti 

炉数 31 243 113 16 7 99 1 93 22 

比例 4.96  38.88  18.08  2.56  1.12  15.84  0.16  14.88  3.52  

主要影响元素为：Si、Mn、Cr、B、C、Ti。对以上各元素的生产实际值与内控值的偏离情况进行分

析，如图 1 所示。发现 C、Si、Cr、B 等元素主要是控制值偏高，而 Mn 和 Ti 元素控制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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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元素控制情况 

Fig. 1 Control of each element 

2 分析与措施制定 

2.1 硅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措施制定 

钢中的硅能提高电阻率，降低磁滞损耗，改善磁导率，提高淬透性，抗回火性。对硅控制的主要环

节是转炉出钢合金化、LF 冶炼、VD 处理。 

2.1.1 转炉影响因素分析 

LF 是一个增 Si 的过程，所以出钢合金化要严格控制硅铁的加入，符合到站成分要求。出钢下渣，对

过程 Si 控制也会造成影响。下渣后由于氧化渣的存在，在 LF 冶炼过程中，会发生如下反应： 

 3(SiO2)+2[Al]=3[Si]+2(Al2O3)         

(1) 

对不同下渣量与 LF 到站 Si 含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零下渣与下渣量 160Kg 炉次相比，LF 到站 Si

相差 0.04%。 

2.1.2 LF 影响因素分析 

LF 到站钢水中 Al 含量，脱氧剂用量，氩气流量，埋弧情况，钛铁加入量等都会给 LF 过程 Si 控制

造成影响。对 LF 到站不同 Al 含量与 Si 含量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LF 到站 Al 含量由 0.025%降低到

0.005%，LF 到站 Si 由 0.16%降低到 0.14%。对 LF 前期脱氧剂加入量与到站 Si 含量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

析，LF 前期碳化硅加入量由 60Kg 增加到 140Kg，LF 到站 Si 由 0.14%降低到 0.172%。对 LF 前期不同氩

气流量与到站 Si 含量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LF 前期氩气流量由 100 NL/min 增加到 250 NL/min，LF 到

站 Si 由 0.144%降低到 0.17%。LF 前期埋弧效果好与不好，与 LF 过程增 Si 量也有很大关系。埋弧效果好，

脱氧剂（SiC）加入后主要是在渣中参与脱氧反应，很少量进入钢水增 Si 增 C；反之，则增 Si 增 C 严重。

埋弧效果，增 Si 量 0~0.01%，埋弧效果不好，增 Si 量 0.02%~0.04% 

20CrMnTiH（TS）要求 LF 终点加钛铁增 Ti。Ti 的目标值为 0.06%，而钛铁的品位如表 2 所示： 

表 2  Ti-Fe 参数 

Table 2  The parameters of Ti-Fe 

元素 Si Al Ti Mn 

含量/% 4.3% 6.7% 34.4% 1.8% 

通过计算，正常炉次加钛铁钢水增 Si：0.0125%，头炉增 Si 更多。另外，元素的脱氧能力：Ca＞Al

＞Ti＞Si，所以，当 LF 加入钛铁后，钢水中的 Ti 会还原渣中的 SiO2，导致钢水增 Si 量平均为 0.03%。 

  2[Ti]+(SiO2)=2(TiO)+[Si]         (2) 

2.1.3 VD 影响因素分析 

VD 真空处理过程对 Si 元素的影响因素包括：硅钙线喂入量，铝线调整量，钛线调整量等。硅钙线

含硅量为：60%，VD 破空喂入硅钙线增硅 0.005%，头炉增硅 0.01%~0.02%。 

表 3  Si-Ca 线参数 

Table 3 The parameters of Si-Ca 

参数 重量/g/m Ca /% Si /% Al /% 

含量 230 28 60 1.2 

另外，脱氧能力：Ca＞Al＞Ti＞Si，所以，当 VD 真空处理时，钢水中的 Ca、Ti、Al 会还原渣中的

SiO2，导致钢水增 Si。 

   2[X]+(SiO2)=2(XO)+[Si]        (3) 

同样，VD 补喂 Al 线或者补加钛铁、补喂钛线都会造成钢水增 Si。 

2.1.4 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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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绝下渣；2）优化合金调整计算模型。 

2.2 锰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措施制定 

适当增加钢中锰含量能细化钢组织，提高钢强度和韧性，提高钢的淬透性性。 

2.2.1 转炉影响因素分析 

转炉出钢对 Mn 的影响因素包括：出钢温度不同，终点余锰不同；合金烘烤温度低，LF 到站合金熔

化不完全，造成取样不准确。  

2.2.2 LF 影响因素分析 

LF 取第一样温度低造成成分偏差大，微调合金计算不准确，终点 Mn 控制偏低都会影响成品 Mn 的

窄成分合格率。对于高锰钢，LF 炉前期脱氧不好，会造成前期 Mn 的氧化，形成 MnO 进入渣中，造成取

样偏差热力学化学反应： 

   [Mn]+(FeO)=(MnO)+[Fe]        (4) 

另外，LF 过程 Mn 调整偏低，没有考虑 VD 过程 Mn 损失等因素也会造成成品 Mn 控制偏低。 

2.2.3 VD 影响因素分析 

在真空状态和冶炼温度下 Mn 的平衡蒸汽压在 5×10
2
Pa~4×10

3
Pa 之间。VD 过程对 Mn 控制的影响

因素主要是：温度高、真空时间长造成锰损失大。通过对 3 月~9 月 LF 终点 Mn 含量和 VD 终点 Mn 含量

统计分析得知：20CrMnTiH（TS）真空下 Mn 损一般在 0.020%~0.031%之间。 

表 4  VD 过程 Mn 损失统计/% 

Table 4  The statistical of Mn content loss in VD process/% 

月份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损失 0.02 0.03 0.025 0.03 0.031 0.028 0.025 

2.2.4 连铸影响因素分析 

浇铸过程对 Mn 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保护浇注不够造成二次氧化严重，导致成品 Mn 偏低；连铸取样

偏差等。 

2.2.4 控制措施 

通过对 3 月~9 月数据统计分析，影响锰元素控制率的因素归纳为三类：VD 损失，占 60%；LF 调

Mn 较低，占 30%；取样、制样偏差占 10%。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Mn 元素控制因素 

Fig.2 The factors of Mn elements control 

制定控制措施如下： 

1）保证出钢温度和合金烘烤温度符合标准；2）规范取样标准，统一操作；3）LF 终点 Mn“预控制”；

4）提高进 VD 温度符合率。 

2.3  铬的影响因素分析 

铬能提高钢的淬透性，显著提高钢的强度、硬度和耐磨性。 

2.3.1 转炉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铬铁的熔点较高，且添加量较大，若 LF 取样温度低，会造成取样不准，影响成品 Cr 含量。因

此转炉对 Cr 控制的影响因素包括：出钢温度低，合金烘烤温度低，出钢钢流较小等造成到 LF 成分不均

匀。 

2.3.2 LF、VD 影响因素分析 

铬的控制主要在精炼过程。铬元素相对稳定容易控制，但是对 3~9 月 LF 终点和 VD 终点 Cr 含量进

行比较，发现有上升趋势，如下图 3 所示。VD 过程 Cr 呈上涨趋势，为了稳定成品 Cr 含量，可以适当调

整 LF 终点 Cr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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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VD 过程增 Cr 统计 

Fig.3  The statistical of Cr content growth in VD process/% 

2.3.3  控制措施 

1）保证出钢温度和合金烘烤温度符合标准；2）考虑 VD 过程增 Cr，调整 LF 终点 Cr 调整目标值。 

2.4 硼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措施制定 

微量的硼可以极大的提高钢的淬透性，在钢加入 0.002%~0.003%的 B 所达到的增加淬透性的作用，

相当于加入 0.5%的 Mn、Cr 或 Mo。通过分析主要是 B 偏高影响了本钢种窄成分不合。 

2.4.1 B 的来源 

使用冶炼含 B 钢种的钢包、炉前和精炼使用的含 B 预熔精炼渣、含 B 铁合金等原辅料。 

2.4.2 控制措施 

1）禁止使用含 B 钢包；2）转炉使用低 B 精炼渣；3）转炉、LF 使用低 B 铁合金； 4）严禁混料。 

2.5  碳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措施制定 

碳是钢材性能的主要影响元素，被称为“控制者”。随着钢中碳含量增加，可提高钢的强度、硬度

和淬透性。 

2.5.1 LF 影响因素分析 

精炼周期不稳定，前期埋弧效果差异，终渣控制差异，过程氩气使用方法等都会造成 C 控制不稳定。 

精炼周期对 20CrMnTiH（TS）的过程增碳量影响很大，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精炼周期越长，增碳越

严重，周期 60min 和 90min 平均分别增 C 0.010%和 0.025%，具体数据见下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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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LF 精炼周期对增 C 的影响 

Fig. 4  The Effect of LF refining cycle on Carburizing 

LF 前期的埋弧效果对过程增碳控制也很关键，埋弧效果好、泡沫渣良好，LF 前期脱氧过程增 C 少，

埋弧效果差，过程增 C 多，埋弧情况好的情况下，平均增 C 0.02%，埋弧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平均增 C 0.08%，

见下图 5 所示。 

138



炼钢连铸 

- 139 - 

埋弧好 埋弧不好

0.0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钢
水
中
C含

量
/%

埋弧效果

 转炉出钢碳
 LF座包碳

 
图 5  LF 前期埋弧效果对增 C 的影响 

Fig. 5  The Effect of LF foaming performed on Carburizing 

LF 终渣渣况对 VD 过程增碳影响很大。通过对 LF 终点 C 含量和 VD C 含量分析发现：LF 终点渣是

玻璃渣，渣中的脱氧剂（碳化硅）反应完全，VD 过程微量增碳；若 LF 终点是泡沫渣，部分脱氧剂没有

反应，裹在泡沫渣里，这种情况 VD 过程会增碳约 0.006%；若 LF 终渣为电石，那么 VD 增碳更严重，约

0.01%，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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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LF 终渣渣况对增 C 的影响 

Fig. 6  The Effect of LF final slag condition on Carburizing 

对 LF 过程用气制度和过程增碳进行分析统计发现：LF 过程氩气流量过大，对钢水搅拌越强，加强了

传质，碳化硅更容易溶入钢水增碳增硅，同时，由于大氩气易造成钢水舔电极造成电极增碳。所以，LF

过程氩气流量越大，过程增 C 越多，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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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LF 过程氩气用量对 C 的影响 

Fig. 7  The Effect of LF process argon amount on Carburizing 

2.5.2 VD 影响因素分析 

覆盖剂中含有 16%的 C，所以在加覆盖剂前和加覆盖剂后钢水 C 是有变化的，钢水中 C 平均相差

0.005%，且覆盖剂的加入量与增 C 量大致呈线性关系。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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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VD 覆盖剂加入量对 C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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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The Effect of VD Amount of covering agent added on Carburizing 

2.5.3 连铸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是中包覆盖剂增碳，结晶器保护渣增碳，原理同 VD 覆盖剂增碳类似。 

2.5.4 控制措施 

1）优化 LF 造渣制度，氩气制度，对过程渣样实时分析，动态调整炉渣碱度，命中目标渣系；2）LF

炉渣分阶段控制，脱氧、增 S 兼顾；控制 LF 终渣，保证精炼末期脱氧前提下，尽量降低渣中脱氧剂含量；

3）合理控制 LF 终点 C；4）VD、中包覆盖剂严格按要求加入。 

2.6 钛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措施制定 

2.6.1 LF 影响因素分析 

成品 Ti 偏低主要是 LF 一次调 Ti 不够，进 VD 温度高造成 Ti 收得率低。 

2.6.2 VD 影响因素分析 

VD 保真空时间过长，造成 Ti 损失大。 

2.6.3 控制措施 

1）严格计算钛铁加入量；2）提高到 VD 温度合格率；3）VD 严格执行工艺，保证 Ti 收得率。 

3 控制措施与结果 

3.1 控制措施 

3.1.1 规范取样制度，降低做样偏差 

为了降低分析偏差，制定了取样标准：优化并统一了取样工具，对取样器的插入深度进行了规定并对

取样器进行插入深度标记。规范了 LF、VD、连铸取样操作。 

3.1.2 优化 LF 造渣制度 

优化 LF 造渣制度，氩气制度，对过程渣样实时分析，动态调整炉渣碱度，命中目标渣系；LF 炉渣

分阶段控制，脱氧、增 S 兼顾；控制 LF 终渣，保证精炼末期脱氧前提下，尽量降低渣中脱氧剂含量。 

3.1.3 优化合金调整量计算模型 

优化后，能综合计算所加铁合金对其他化学成分的影响，避免合金调整时顾此失彼。 

3.1.4 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转炉数据共享 

开发了软件实现了转炉出钢量和合金物料加入量共享，指导 LF 合金元素调整。 

3.1.5 实行精料冶炼，合理控制 LF 终点成分 

冶炼过程使用低 B 精炼渣和低 B 铁合金；根据上述各元素特点，控制 LF 终点目标值。 

3.1.6 标准化建设 

开展标准化岗建设，制定标准化操作规程，对职工进行标准化培训，降低了人为因素对成分精准控制

的影响。 

3.2 结果 

通过上述技术工艺改进优化措施实施后，20CrMnTiH（TS）窄成分合格率大幅提高。2016 年 10~12

月共检测 136 炉，窄成分合炉数为 109 炉，合格率由原来的 41.1%提高到 80.15%，端淬合格率也由原来

的 94.9%，提高到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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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硫管线钢 KS30 炼钢生产特点及实践 

魏  巍，李  虹 

（石钢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辽宁 营口 115100） 

 

摘  要：抗硫管线钢主要用于加工石油、天然气的输送管道，对钢的强度、韧性、抗氢致裂纹(HIC)、抗硫应力

腐蚀裂纹(SSC)和焊接性能等要求很高。本文结合石钢京诚生产抗硫管线钢的实践情况，对各成分的作用及影响

进行了分析，并对抗硫管线钢 KS30 生产实践情况进行介绍。 

关键词：抗硫管线钢；成分的作用及影响；生产实践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e of Sulfur Resistant Pipeline 

Steel KS30  

WEI Wei,LI Hong  
(Shi Gang Jing Cheng Equipmen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Co., Ltd. Ying kou 115100. Corresponding author: 

WEI Wei ) 

Abstract：Sulfur resistant pipeline steel is mainly used in the processing of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pipeline. It requires high strength and toughness of steel, anti hydrogen induced cracking(HIC), anti 

sulfide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SSC) and welding performance.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e of Shi 

Gang Jing Cheng Equipmen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Co., Ltd. Analyzed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each component. Introduced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sulfur resistant pipeline steel KS30. 

Key words：sulfur resistant pipeline steel; role and influence of each component; production practice 

 

抗硫管线钢主要用于加工石油、天然气的输送管道，由于其服役环境极为苛刻，对钢材侵蚀比较

严重，因此对钢材的性能有很高的要求，尤其是抗氢致裂纹(HIC)和抗硫应力腐蚀裂纹(SSC)的能

力要求极高。 

氢致裂纹(HIC)。在硫化氢腐蚀过程中，析出的氢原子向钢中扩散，在夹杂物和偏析附近聚集形成氢

分子。由于氢分子难以从钢的组织内部逸出，积聚形成氢鼓泡。不同层面上相邻的氢鼓泡相互连接形成阶

梯状的内裂纹，称为氢致裂纹。其特点：裂纹大多与钢材的轧制方向平行，钢材夹杂物越多，发生氢致裂

纹的可能性越大。 

硫应力腐蚀裂纹(SSC)。在硫化氢环境中，应力和腐蚀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裂纹。在硫化物的侵蚀下，

氢原子渗入钢的内部固溶晶格中而造成的。其特点：受外部应力或残余应力的影响，裂纹一般沿壁厚方向

排列，与管壁垂直的裂纹。 

 
图 1.HIC 和 SSC 示意图 

Fig1 The explanatory views of HIC and SSC 

1  化学成分的作用及影响 

1.1 硫的作用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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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的带状组织会成为氢析出的聚集点，还会导致钢材性能的不均匀，降低钢的韧性和强度。硫

是管线钢中影响抗 HIC 和抗 SSC 的主要元素。当钢中 S 含量＜0.002%时，HIC 明显降低，甚至可以忽略；

个别钢种的裂纹长度比接近于零。然而由于 S 易与 Mn 生成 MnS 夹杂，当 MnS 夹杂变成粒状夹杂物时，

随着钢强度的增加，单纯降低 S 含量不能防止 HIC。硫还导致管线钢各向异性，在横向和厚度方向上恶化

韧性。此外，降低硫含量还可以显著提高冲击韧性。 

1.2 磷的作用及影响 

磷在管线钢中是一种易偏析元素，尤其是当 P 含量＞0.015%时，磷的偏析急剧增加，并促使偏析带

硬度增加，使抗 HIC 性能下降。P 还恶化焊接性能，显著降低钢的低温冲击韧性，提高钢的脆性转变温度，

使钢管发生冷脆。当 P 含量大于 0.015%时，磷的偏析也会急剧增加。一般要求抗硫管线钢成品 P≤0.010%，

国外实际控制水平在 0.005%-0.010%左右。 

1.3 钙的作用及影响 

采用钙处理可降低硫化物夹杂和氧化物夹杂的数量和尺寸，改变夹杂物的形态，使之在轧制过程中

呈球状，从而改善管线钢抗 HIC 和抗 SSC 能力。当钢中 S 含量为 0.002%-0.005%时，随着 Ca/S 比的增加，

钢的 HIC 敏感性降低；但当 Ca/S 比到达一定值时，形成 CaS 夹杂物，HIC 将会显著增加。因此，当 S 含

量较高时，Ca/S 比应控制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否则，钢的抗 HIC 能力将明显减弱。当 S 含量低于

0.002%时，即使形成 CaS 夹杂，由于其含量相对较低，Ca/S 比可控制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甚至不考虑

Ca/S 比。 

 

 
图 2 Ca/S 对 HIC 敏感性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 of Ca/S on HIC sensitivity 

· 

攀钢试验表明[1]，Ca 含量为 0.0020%左右时，便可将钢中 Al2O3 夹杂物或镁铝尖晶石转化为液态夹

杂物。Ca 含量过高，不仅没有降低钢中氧化物的含量，反而带入很多高熔点夹杂物。Ca 含量过高也会加

剧对塞棒的侵蚀。因此，生产抗硫管线钢将 Ca 含量控制在 0.0010%-0.0020%较为合理。 

1.4 氧的作用及影响 

钢中氧含量过高，氧化物夹杂以及宏观夹杂将增加，严重影响管线钢的洁净度。钢中氧化物夹杂是

产生 HIC 和 SSC 的根源之一，并恶化钢的各种性能。抗硫管线钢中 O 含量一般应控制＜15ppm。 

1.5 氢的作用及影响 

氢是导致白点和发裂的主要原因，管线钢中氢含量越高，HIC 产生的几率越大，腐蚀率越高，平均

裂纹长度增加越显著。一般管线钢中 H 应控制＜1.5ppm。 

1.6 碳的作用及影响 

按照 API 标准规定，管线钢中 C 含量通常为 0.18%-0.28%，但实际生产管线钢的 C 含量却逐渐降低。

对于低温条件下使用的管线钢，当 C 含量超过 0.04%时，增加 C 含量将导致管线钢抗 HIC 能力下降，使

裂纹率突然增加；当 C 含量超过 0.05%时，将导致 Mn 和 P 的偏析加剧[2]。 

1.7 锰的作用及影响 

对于 C 含量较低的抗硫管线钢，通常提高 Mn 含量来保证其强度，锰还可以推迟铁素体→珠光体的

转变，并降低贝氏体的转变温度，有利于形成细晶粒组织。但 Mn 含量过高会对管线钢的焊接性能造成不

利影响。当 Mn 含量超过 1.5%时，会发生 Mn 的偏析，且随着 C 含量的增加，偏析更显著。 

对管线钢 X70 进行分析，当 Mn 含量小于 1.0%时，Mn 含量变化对抗 HIC 能力无明显影响；当 Mn

含量超过 1.0%时，钢的 HIC 敏感性会突然增加；当 Mn 含量达到 1.6%时，Mn 含量对抗 HIC 的影响趋于

平稳。 

1.8 铜的作用及影响 

加入适量的铜可以显著改善管线钢抗 HIC 的能力。随着 Cu 含量的增加，可以有效防止氢原子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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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中，平均裂纹长度明显减少。当 Cu 含量超过 0.2%时，能在钢的表面形成致密保护层，在环境 PH 值大

于 5 时，HIC 显著降低，平均裂纹长度几乎接近于零。 

1.9 钼的作用及影响 

Mo 可降低γ→α相变温度，抑制多边形铁素体（块状铁素体）形成，促进针状铁素体转变，提高钢

的强度和冲击韧性[3]。同时还具有抗腐蚀的作用。 

含钼钢中，随着 Mo 质量分数的增加，C 在奥氏体中的扩散激活能将增高，从而使得 C 的扩散系数

降低。同时 Mo 能降低碳化物形成元素（如 Nb）的扩散能力，从而阻碍碳化物的形成，推迟碳化物的析

出过程。因此 Mo 阻碍先共析铁素体的析出和长大过程，促进针状铁素体的形成。Mo 在含 Nb 钢中的另

一个作用是提高 Nb(C、N)在奥氏体中的溶度积，使大量的 Nb 保持在固溶体中，以便在低温转变的铁素

体中弥散析出，以产生较高的沉淀强化效果。Mo 在钢中能增加碳化物的形核位置，使形成的碳化物更细

小、更弥散。 

有研究表明[4]，在 X80 管线钢中，w(Mo)=0.20%时，可显著提高钢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也有所提

高。 

1.10 铌、钛、钒、铬、镍的作用及影响 

Nb、Ti、V 作为微合金化元素而加入到钢中，通过晶粒细化、沉淀硬化以及生成碳氮化合物来影响

钢材性能。 

Nb 能产生显著的晶粒细化及中等程度的沉淀强化作用，并可改善低温韧性。为有效发挥 Nb 对抑制

奥氏体再结晶的作用，应尽量降低 C 含量和 N 含量。 

Ti 可产生强烈的沉淀强化及中等程度的晶粒细化作用。Ti 的化学活性很强，易与钢中的 C、N、O、

S 形成化合物，为了降低钢中固溶 N 含量，通常采用微钛处理使钢中的 N 被 Ti 固定，间接提高了 Nb 的

强化作用，同时 TiN 可有效阻止奥氏体晶粒在加热过程中的长大，起到直接强化作用。 

V 的溶解度较低，与 Nb 相比对奥氏体晶粒及阻止再结晶的作用很弱，主要是通过铁素体中 C、N 化

合物的析出对强化起到作用。此外，V 能产生中等程度的沉淀强化作用。 

同时控制轧制过程中 Nb、Ti、V 第二相析出强化，通过在铁素体基体上析出弥散分布、不可变形的

碳氮化物质点而使强度增加。 

宝钢研究表明[5]，加入 Cu、Cr、Ni 可形成钝化膜，使腐蚀产物在钢的表面形成保护膜，抑制了表面

的腐蚀反应，减少了氢从环境中进入钢材的基体，降低氢鼓泡敏感性，增加了抗 HIC 性能。 

1.11 夹杂物的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钢中的塑性夹杂物和脆性夹杂物是产生 HIC 的主要根源。分析表明，HIC 端口表

面有延伸的 MnS 和 Al2O3 点链状夹杂，而 SSC 的形成与 HIC 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为了提高抗 HIC

和抗 SSC 能力，必须尽量减少钢中的夹杂物、精确控制夹杂物的形态。 

2 石钢京诚 KS30 生产情况 

石钢京诚生产抗硫管线钢 KS30 的工艺路线为：高炉→转炉→LF→VD→CC，生产过程控制情况如下： 

2.1 S 含量控制情况 

通过控制铁水 S 含量（S 含量≤0.050%），转炉出钢加入钢芯铝 5kg/t 钢，出钢加入白灰 1000kg、预

熔渣 700kg，钢包开通双透气砖，LF 冶炼选用优质精炼白灰，白灰加入量 10-15kg/t，增加脱氧剂碳化硅、

铝粒的用量等工艺措施确保成品 S 含量全部≤0.0015%。 

KS30 成品 S 含量控制范围 0.0009%-0.0015%，平均 0.0012%。 

 
表 1.KS30 生产过程 S 含量变化情况 

取样位置 铁水 到位 成品 

含量(%) 0.045 0.006 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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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KS30 生产过程 S 含量变化 

Fig3 S content change in KS30 production process 

 

2.2 P 含量控制情况 

通过控制铁水 P 含量（P 含量基本≤0.120%），加大转炉渣料用量、增大轻烧白云石用量，选用低 P

合金，安排在转炉出钢口前、中期生产，钢包无残钢、残渣，且钢包包沿残渣必须彻底清理。转炉出钢少

量留钢，严格控制出钢下渣，出钢温度 1610℃左右，确保成品 P 全部≤0.011%，其中成品 P 含量≤0.008%，

占比达到 50%。 

 
表 2.KS30 生产过程 P 含量变化情况 

取样位置 铁水 倒炉 到位 成品 

含量(%) 0.118 0.007 0.0078 0.0083 

 

2.3 钙处理情况 

KS30 因钙含量较高，对连铸塞棒造成一定侵蚀，目前一个浇次最多生产 10 炉。VD 后按 0.05kg/t 喂

入纯钙线，个别炉次按 0.07-0.10kg/t 喂入纯钙线，成品 Ca 含量范围 0.0010-0.0019%，平均 0.0013%。 

经检测，抗 HIC、抗 SSC 性能全部满足标准要求。 

2.4 成品气体成分 

成品 O 含量范围 8-16ppm、平均 11.9ppm，成品 N 含量范围 35-55ppm、平均 45.4ppm。 

2.5 轧材高倍非金属夹杂物情况 
 

表 3.KS30 轧材高倍非金属级别 

夹杂种类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Ds 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平均级别 0.3 0 0.65 0.25 0 0 1.0 0.5 0.25 

 

2.6 KS30 成品成分控制情况 

 

表 4.KS30 成品成分控制情况 

元素 C Si Mn P S Als Al Cr 

含量(%) 0.29  0.26  0.60  0.0085  0.0012  0.027  0.029  0.60  

元素 Ni Mo Cu Ca V Ti Nb  

含量(%) 0.02 0.17  0.01  0.0015  0.01 0.025  0.03  

元素 O N H      

含量(ppm) 11.9 45.4 1.0      

 

4 KS30 轧材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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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KS30 轧材检验条件 

压力（MPa） 溶液 温度（℃） 周期（h） 载荷 MPa 

PH2S=0.1 A 24±3 720 621*90% 

 
表 6 KS30 轧材试样检验结果 

炉号 
试样尺寸

(mm) 
溶液 

载荷 

(MPa) 

PH 断裂时间

(小时) 初 PH 通 N2 1 小时 末 PH 

A00462-1 6.43 A 621*90% 2.70 3.1 3.9 ＞720 

A00462-2 6.42 A 621*90% 2.70 3.0 3.9 ＞720 

A00462-3 6.42 A 621*90% 2.70 2.9 3.9 ＞720 

X06595-1 6.42 A 621*90% 2.70 3.1 3.92 ＞720 

X06595-2 6.41 A 621*90% 2.70 3.0 3.92 ＞720 

X06595-3 6.41 A 621*90% 2.70 2.9 3.92 ＞720 

 

 
图 5 .KS30 检测试样示意图 

Fig5 The explanatory views of KS30 test sample 

 

经检测，KS30 轧材抗 HIC、抗 SSC 性能全部合格。 

4 结 论 
1.在铁水 P 含量≤0.120%、铁水 S 含量≤0.050%的情况下，优选原辅料，严格控制生产细节，可保

证抗硫管线钢 KS30 成品 P 含量≤0.010%、S 含量≤0.0015%、O 含量≤12ppm，轧材抗 HIC、抗 SSC 能

力全部合格。 

2.VD 破空后按 0.05kg/t 喂入纯钙线，连铸一个浇次可生产 10 炉，成品 Ca 含量控制范围

0.0010-0.0019%，且抗 HIC、抗 SSC 性能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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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轴承钢钛含量控制分析与实践 

张海宁，孙玉春，李双居，赵瑞华 

（河钢集团 石钢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  要：论述了高品质轴承钢中钛对轴承钢使用寿命的影响，通过分析高品质轴承钢生产过程中钛含量变化，结合

热力学分析，确定了影响轴承钢钛含量变化的主要因素。分析了钢中钛与原材料中钛、初炼炉终点碳、炉渣中钛等

方面的对应关系，制定并实施了钢中钛的控制措施，结果显示，石钢公司高品质轴承钢钛含量稳定在0.0015%以下，

最低可达到0.0009%的水平。 

关键词：轴承钢 钛含量 控制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controlling of titanium content in the 

High quality bearing steel 

ZHANG Hai-ning，SUN Yu-chun，LI Shuang-ju，ZHAO Rui-hua 
（HBIS SHISTEEL，Shijiazhuang 050031，Hebei）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gh quality bearing steel in titanium influence on service life of bearing 

stee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gh quality bearing steel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itanium content 

changes, combined with the thermodynamics analysis, determine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earing 

steel titanium content changes.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itanium in steel and titanium in 

raw materials, convertor end point carbon and titanium in slag is analysised,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the control of the titanium ste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eel company's high 

quality bearing steel titanium content is stable under 0.0015%, the lowest can reach 0.0009%. 

Key words：bearing steel; Ti content; control

轴承钢在加工成套圈及滚动体后，使用过程中条件非常苛刻，要求对钢中夹杂物形貌、分布和级别，

气体、有害元素的种类及含量严格控制[1]。尤其是夹杂物的控制是轴承钢质量控制的关键。钢中TiN是硬

而脆的夹杂物，具有明显的几何棱角，在钢的基体中极易造成应力集中而诱导疲劳裂纹。氮化钛数量以及

级别随钢中钛含量的增高而增高。有研究指出，钢中ω（Ti）从0.004%降低到0.002%，能使轴承钢寿命提

高约2倍，ω（Ti）≤0.0015%时能够明显降低轴承运转过程中的噪音[2]。 

随着品种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石钢公司为 SKF、TIMKEN 等高端轴承钢用户供货量逐年增加，对

轴承钢的质量要求十分严苛，石钢公司轴承钢生产过程中氧含量由最初的≤12×10
-6 降低到目前的 5~6×

10
-6，氧化物夹杂明显减少，在这种条件下，TiN 类夹杂物对轴承钢使用性能的破坏作用便显现出来，由

于 TiN 夹杂物的自身特性，在相同尺寸条件下，对钢的疲劳危害比氧化物更加严重，因此钛含量的有效控

制是进一步提高轴承钢品质，满足高端用户需求的关键。 

1  TiN 对钢疲劳寿命的影响 

1.1  钢中 TiN 形貌 

      

图 1 钢中 TiN 形貌图（1）                图 2 钢中 TiN 形貌图（2） 

Fig.1 The morphology of TiN in steel（1）         Fig.2 The morphology of TiN in ste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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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钢中单颗粒 TiN 的形貌，从图中可以发现 TiN 的外形为带棱角的脆性夹杂物，多为单个大颗

粒形式。有时表现为由多个单个大颗粒组成的链状夹杂物条带，见图 2。 

1.2  钢中 TiN 对轴承钢疲劳寿命的影响机理 

Ti 是形成氮化物的最强元素之一，钢中的 Ti 与钢中 N 结合形成多棱角的 TiN 夹杂物。这种夹杂物容

易引起局部应力集中，产生疲劳裂纹，因此要控制此种夹杂物的产生。氮化钛为间隙相，如果从电子因素

对间隙相的影响来看，通常的规律认为过渡元素的 3d 层电子数越少，同 N 的亲合力越大，形成的氮化物

就越稳定,这种稳定的氮化物的间隙相，具有金属链的特征，熔点高、硬度大。TiN 的显微颗粒(500Å以下)

呈弥散分布于显微组织的晶内或晶界。 

有试验表明：钢中氧含量越低，非金属夹杂物的大小、类型和分布状态就会得到相应改善。钢中氮化

物颗粒虽然增多，但其颗粒甚小，并于晶界或晶内呈弥散状态分布，使轴承钢的强度和韧性得到了改善，

极大地增加钢的硬度、强度，特别是接触疲劳寿命改善效果是客观存在的。 

2  TiN 析出的热力学分析 

在轴承钢冶炼过程中，钢中的钛、氮反应热力学方程[3]： 

[Ti]+1/2N2(g)=TiN(S) 

ΔG
0
=-307.62+0.1134T                         （1） 

当反应式（1）达到平衡时， 

ΔG
0
 = -RTlnK =-RTlnαTiN/（fTi[%Ti]fN[%N]）=-307.62+0.1134T     （2） 

TiN（S）取纯物质为标准态时，αTiN=1。对式（2）取常用对数可以得出： 

lg(fTi[%Ti]fN[%N])=-16066.2/T+5.92                  （3） 

轴承钢的液相线温度为 1730K，当钢液处于液相线温度时，假设钢液中的钛含量为 0.0030%（实际钢

液中的钛含量低于此值），与之平衡的氮含量达到 0.00996%，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即使经 LF 精炼处理结

束时，氮含量也不会达到此值，因此，在轴承钢凝固之前不会生成 TiN 夹杂。 

在钢液凝固过程中，随着温度的降低，由于溶质的选分结晶，钛和氮在液相中的含量会上升，同时钛

和氮形成TiN的平衡浓度积逐渐减小，这样就有利于TiN的析出，钛和氮的浓度积越高，在钢中析出的时

间就越早，形成大颗粒TiN的机率就越大。 

要控制轴承钢中的 TiN，就要首先降低钢中的钛含量。 

3  轴承钢中钛来源分析 

3.1  轴承钢炉次铁水钛与转炉终点钛的关系 

转炉终点钛与铁水钛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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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转炉终点钛与铁水钛的对应关系 

Fig.3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of titanium in hot metal of converter end and in molten iron 

 

从图 3 可以看出，铁水钛在 0.034%~0.042%范围时，转炉终点可以将钢中的钛含量控制在

0.0002-0.0008%。 

3.2  转炉终点碳与钛含量的关系 

通过统计转炉终点碳和钢中钛含量，寻找二者的对应关系，可以进一步明确转炉终点碳的控制范围。 

147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148 - 

转炉终点碳与钢中钛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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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转炉终点钛与钢中钛的对应关系 

Fig.4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of titanium in hot metal of converter endtitanium and in molten steel 

 

1）统计 203 炉，Ti 含量范围在 0.0001-0.0007%，平均 0.0004%。 

2）终点时，在一定的碳含量范围（0.15%-0.48%），Ti 含量没有明显变化。 

3.3  轴承钢冶炼过程钛含量变化 

高品质轴承钢采用 BOF-扒渣-LF–VD–CC-连轧工艺流程进行生产。跟踪冶炼过程钛含量变化情况见图

5。 

冶炼过程[Ti]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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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冶炼过程[Ti]变化趋势 

Fig.5 The trend of [Ti] In the process of smelting 

 

从图 5 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各工序对钛含量的影响情况： 

出钢到 LF 第一个试样平均增钛 4.8ppm。 

其中，出钢时添加合金及渣料平均增钛：铬铁增钛 1.22ppm，锰铁增钛 0.12ppm，硅铁增钛 0.2ppm，

增碳剂增钛 1.3ppm，预熔精炼渣稀释钛 1.7ppm，合计为 0.74ppm。出钢下渣，钢包粘钢粘渣、白灰、钢

包耐材等因素共同影响约 4.26ppm。 

LF 精炼过程平均增钛 3ppm。 

LF 添加物料平均增钛分别为：合金增钛 0ppm，增碳剂增钛 1.1ppm，碳化硅增钛 0.25ppm，低钛预熔

精炼渣稀释降钛 1.7ppm，共计降低钛 1.15ppm。钢包顶渣还原，钢包粘钢粘渣、及钢包耐材等因素共同影

响约 4.15ppm。 
LF 末到 VD 末平均增钛量 0.4ppm。 

VD 到连铸平均增钛量 0.2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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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轴承钢冶炼过程钛含量控制 

3.1  优化合金及原辅料配置方案 

表 1 合金及辅料钛含量 

Tab.1 The titanium content of alloy and auxiliary materials 

名称 
Ti 含量 % TiO2含量 % 

铬铁 锰铁 硅铁 增碳剂 碳化硅 预熔渣 钢包覆盖剂 中包保温剂 

Min. 0.001 0.001 0.01 0 0.01 0.01 0.1 0.15 

Max. 0.01 0.015 0.05 0.005 0.10  0.1 0.2 0.25 

 

冶炼轴承钢时对加入的各种合金及原辅料进行配置优化，降低由于合金及原辅料带入的钛及钛的氧化

物，对从转炉出钢、LF 成分微调、LF 脱氧及 VD、连铸浇注进行全程控钛作业，合金及辅料配置见表 1。

通过优化初炼炉、炉外精炼及浇注全程控钛措施降低增钛量。 

3.2  优化工艺控制 

1) 转炉杜绝下渣工艺的实施 

轴承钢钢渣中 TiO2 含量的对比。 

表 2 转炉终点渣与 LF 精炼顶渣 TiO2 含量 

Tab.2 TiO2 content of the slag at the end of BOF and LF 

名称 
TiO2含量，% 

Min. Max. Aver. 

转炉终点渣 0.17 1.03 0.68 

LF精炼顶渣 0.08 0.24 0.12 

铁水中含有一定量的钛，转炉吹炼要优选低钛铁水，钛含量不大于 0.050%，在转炉吹炼时，钛能够大

部分氧化脱除，转炉出钢时，必须控制转炉氧化渣进入钢包，轴承钢采用铝进行强脱氧，如果渣中氧化钛

过高，就会被更强的脱氧剂还原进入钢液。因此必须做好转炉下渣量的控制。 

2) 扒渣工艺的实施 

在执行优化合金及原辅料优选配置方案、初炼炉控制氧化渣下渣量的基础上，增上钢水扒渣机设施，

增加钢水扒渣工艺，扒除出钢过程中的渣洗料，进一步降低钢中钛含量，同时为进一步提高轴承钢洁净度

控制水平创造了条件。 

4  结论 

1）轴承钢中钛主要来源于初炼炉氧化渣及轴承钢合金及原辅料中的钛，实施轴承钢合金及原辅料配置

方案，优化轴承钢过程工艺，严格控制初炼炉下渣量同时增加轴承钢扒渣工艺可以进一步控制钢中钛含量。 

2）通过实施轴承钢合金及原辅料配置方案，严格控制初炼炉下渣量，增加轴承钢扒渣工艺，钢中钛含

量可以有效控制。高端轴承钢成品钛含量稳定在 0.0015%以下，最低达到 0.0009%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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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rMnTi 齿轮钢中氮含量控制的研究 

赵华森，华祺年，王恭亮，谷志敏，杨锋功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对转炉流程 20CrMnTi 齿轮钢生产工艺进行了跟踪，通过 BOF-LF-VD-CC 各个环节中氮含量的变化分析，

研究了影响钢水中氮含量的因素及控制措施。 

关键词：20CrMnTi；齿轮钢；氮含量 

Study on Nitrogen Content of Gear Steel 20CrMnTi 

ZHAO Hua-sen, HUA Qi-nian, WANG Gong-liang, GU Zhi-min, YANG Feng-gong 
(HBIS Group Shisteel Company,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ua Qi-nian, E-mail: 

sghuaqinian@hbisco.com) 

Abstract：The factors and control measures affecting the nitrogen content of liquid steel are studied 

through the tracking to production process of BOF steelmaking for gear steel 20CrMnTi and analysis to 

the change of nitrogen content along the process of  BOF- LF - VD - CC. 

Key words：20CrMnTi ; gear steel; nitrogen content

钢中的氮主要是从外界带入的。氮元素在钢中具有两面性，但多是有害的。它能显著降低钢材塑性、

韧性、可焊性和冷弯性能，增加时效倾向和冷脆性。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下游客户对钢中氮含量要求

也越来越苛刻。河钢集团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钢石钢）大量生产 20CrMnTi 系列齿轮钢，

由于 20CrMnTi 系列齿轮钢的氮含量一直不稳定，河钢石钢炼钢厂对生产工艺各个环节中影响氮的因素进

行了分析并制定了措施。 

1  20CrMnTi 系列齿轮钢生产工艺流程 

河钢石钢 20CrMnTi 系列齿轮钢的生产工艺流程为 60 吨 LD—LF—VD—CC。 

2 20CrMnTi 齿轮钢工艺过程氮含量变化跟踪 

以 20CrMnTi 一个浇次的 12 炉钢的跟踪检测来统计各环节中氮含量的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工艺环节氮含量变化 

Fig.1 Change of nitrogen content during each process 

通过跟踪分析可得到以下内容： 

2.1 出钢后氮含量较高，平均为 49.1×10
-6，且炉次间差别较大，多数炉次出钢过程增氮量较大。 

2.2 出钢后到连铸中包平均增氮 12×10
-6，增氮主要在 LF 和连铸过程两个阶段 

2.3 低碳锰铁、低碳铬铁中氮含量在 60×10
-6～150×10

-6，合金增氮含量基本在 5×10
-6 以下。 

2.4 LF 过程增氮约 9×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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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连铸过程保护效果不佳，不稳定，平均增氮 6.7×10
-6。 

2.6 VD 过程脱氮较少，平均脱氮率只有 5.9% 。 

2.7 第一包由于钢水温度高，钢中氮含量明显偏高。 

2.8  转炉操作控制不好、出钢增氮，LF 过程增氮、VD 过程脱氮率低、连铸过程增氮是氮含量不受

控的主要原因。 

3 生产工艺各环节因素对 20CrMnTi 齿轮钢对 N 含量影响的深入分析 

3.1 LD 工序影响氮含量的因素 

3.1.1 转炉补吹环节的影响 

吹炼终点成分、终点温度如不合适，则需要补吹，氧气射流将炉内熔渣吹开，点火区域钢水裸露，

造成该区域增氮。补吹时间越长，增氮量越大，补吹次数越多，增氮量越大，通常增氮 5×10
-6～20×10

-6
 
[1]。 

3.1.2 转炉出钢过程钢包底吹氩环节影响 

出钢加料过程及出钢完毕需要钢包底吹氩。如果氩气流量过大将会把顶渣吹开，增加钢水与空气的

接触面积，从而造成增氮。特别是 20CrMnTi 系列齿轮钢出钢经过强脱氧的钢水更容易增氮。一般增氮

5×10
-6～15×10

-6[1]。 

3.1.3 出钢环节影响氮含量的因素 

不同出钢状态下，对出钢后的钢水进行取样，分析其氮含量，结果见图 2。 

 

图 2 转炉不同出钢状态下钢水氮含量 

Fig.2: Nitrogen content of liquid steel under different tapping conditions of BF 

从图 2 可以看出，出钢时间长短，对出钢过程增氮不明显；出钢过程钢流的形状对出钢过程的增氮

量影响较大，其中：出钢口寿命≤200 炉，钢流的形状为圆流，出钢平均增氮 13.75×10
-6；出钢口寿命达到

300 炉时，钢流的形状为散流，此时增氮 19×10
-6，多增氮量 4.2×10

-6。 

3.2  LF 工序影响氮含量的因素 

3.2.1 不同供电时间和渣量对增氮的影响 

对 LF 进站和出站钢水取样，进行氮含量分析，发现不同的供电时间和渣量对增氮有一定的影响，具

体见图 3 。 

 
图 3  不同送电时间和渣量对 LF 精炼增氮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different power supply time and slag amount to the nitrogen increase of LF 

由图 3 数据可见，供电时间长、渣量少的工况，增氮量最高为 21×10
-6，供电时间长、渣量大的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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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氮量为 17×10
-6，供电时间短、渣量少的工况，增氮为 18×10

-6，供电时间短、渣量大的工况，增氮为

13×10
-6～16×10

-6。由此可见，在渣量相同的情况下，增氮量与供电时间成正比；在供电时间基本相同的

情况下，增氮量与渣量成反比。 

3.2.2 供电制度、渣况及氧含量的影响 

精炼前期使用小功率供电化渣，如果 LD 到 LF 的温度过低，就意味着精炼开始就要用大功率供电。

大功率供电电弧电离空气中的氮气造成钢水增氮。 

如果炉内渣况过稀或者有电石渣生成，则渣粘度小，不易起泡，外加电极弧光四射极易增氮。所以

应该在精炼保持合适的渣况不能过稀。如果出现电石渣应立即打破电石渣迅速调整为泡沫渣。 

3.2.3  吹氩搅拌强度对氮含量的影响 

LF 过程需要较大的氩气流量对钢水进行强搅拌来增大钢渣的反应界面，促进其脱硫脱氧。较大的氩

气流量会使钢水裸露，裸露面积越大、时间越长增氮量就越大。 

3.2.4 合金、增碳剂致密性对氮含量的影响 

 
图 4 采用不同种类铬铁、增碳剂微调成分对增氮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micro adjustment of various ferrochrome and carburization agent composition to the nitrogen increase  

由图 4 可看出，多孔高碳铬铁、沥青焦中氮含量高，要尽量避免使用。 

3.3 VD 工序影响氮含量的因素 

3.3.1  真空度与真空时间的影响 

由西华特定律可知：钢液真空处理时，降低真空罐中氮的分压 PN2，使钢液中的氮外逸，即可达到脱

氮的目的。从理论上看，真空度越高，保真空时间越长，脱氮率越高。 

3.3.2 软吹的影响 

软吹时只要控制合适的氩气流量保证钢水不裸露，杜绝钢水与空气的接触，此环节对钢中氮含量的

影响则微乎其微。 

3.4 连铸工序的影响 

在连铸工序钢水中的氧较低，而此时钢水极易增氮，这一环节中增氮情况主要是浇次第一包中包内

残存的空气与钢水接触，以及大包钢水到结晶器过程发生了钢水与外界空气的接触。做好开浇前中包用

氩气排空，大包到中包、中包到结晶器全程保护浇注非常关键。此外，中包、结晶器液面覆盖剂、保护

渣防护也是防止增氮的重要方面。连铸过程若增氮明显，意味着钢水二次氧化较严重，直接影响钢的纯

净度。 

4  结  论 

通过对齿轮钢氮含量变化的跟踪和工艺各环节对氮含量影响的深入分析，得到控制氮含量重点控制

因素。 

1）减少或杜绝补吹可以有效控制增氮。 

2）出钢过程保持圆流出钢以及减少出钢时间可以有效控制增氮。 

3）精炼过程采用小功率化渣、缩短供电时间、大渣量、合适的渣况可以有效控制增氮。 

4）选择致密度高的合金可减少增氮。 

5）VD 工序采用较高真空度、延长抽真空时间可以提高脱氮率。 

6）采取连铸中包开浇前氩气排空操作以及中包采用整体水口包等措施，做好大包-中包-结晶器全过

程保护浇铸可以有效控制增氮。 

7）中包液面和结晶器液面采用黑液面操作等良好防护，杜绝钢水与空气的接触可以有效控制钢水增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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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中间包夹杂物运动的仿真模拟 
吕浩，张赛娟 

（河钢唐钢技术中心） 

摘  要：本文利用通用有限元软件FLUENT，针对板坯连铸机中间包内流场及温度场做了仿真模拟。研究了稳态

浇注时中间包内夹杂物的运动情况，以及中间包液位高度对夹杂物运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包液位高度与夹

杂物的去除概率存在较好的正相关对应关系。 

关键词：数值模拟；中间包液位；夹杂物 

The simulation model for study on movement of inclusion in 

tundish during continuous casting 
LV Hao, Zhang Saijuan 
(Technical Center) 

Abstract ： The method for study on movement of inclusion in tundish, meanwhile the FLUNT 

commercial software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flow field and temperature field. The movement of inclusion 

in tundish, and the influence of operating level during steady casting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s that operating level and probability of removing inclusion are markly positive correlativity. 
Key words: numerical simulation; operating level; inclusion 

 

 前言 

    冶金连铸过程中间包的主要作用是改善钢水流动状态，防止二次氧化，防止卷渣和促进夹杂物上浮，

其中促进夹杂物在中间包内的上浮是中间包冶金功能的重要体现，通过优化中间包结构能有效的提高钢

液平均停留时间，从而起到去除夹杂、净化钢液的作用。 

    目前，在中间包仿真模拟的研究中，针对中间包结构优化的研究较多、较深入，对连铸具体工况的

仿真模拟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每条生产线均有其特有的铸机参数和工艺控制过程，这使得很多数值模

拟的量化结果不能够通用。 

    本文旨在探讨稳定浇注时中间包液位高度对中间包流场的影响，并尝试给出中间包液位高度与卷渣

概率的关系。 

模拟铸机的基本参数见表1。 
表1 铸机的基本参数 

Table 1 basic parameters of casting machine 

项目 实际参数 模型参数 

中包容量 0~38t 25t 38 t 

中包容积 0~5.43m3 3.56m3 5.43m3 

中包液位高度 0~1200mm 900mm 1200mm 

工作拉速 0.8~1.5m/min 1.3m/min 1.3m/min 

浇注断面 980~1420mm 1260mm 1260mm 

水口通钢量 1.3~3.2t/min 2.5t/min 2.5t/min 

钢液入口温度 - 1550℃ 1550℃ 

中包壁热通量 - -4500W/m2 -4500W/m2 

液面热通量 - -15000W/m2 -15000W/m2 

长水口浸入深度 满位：400mm 100mm 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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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建立和基本假设 

1.1 几何模型的建立 

唐钢某厂的冶金工艺流程：100t转炉→100tRH+LF→一机一流弧形板坯连铸机。本次模拟的是单流铸

机中间包内钢液的流动和温度情况，以长水口、塞棒轴线所在平面为对称面，取中间包的一半为研究对

象，中间包结构见图1。 

 

         1、中间包壁，2、钢液入口，3、长水口，4、钢液，5、塞棒， 

6、钢液出口，7、挡渣墙，8、坝，9、湍流抑制器。 
图1 中间包模型结构图 

Fig.1 Model diagram of tundish 

1.2 物性参数及边界条件 

1、物性参数 

根据蔡开科等多年研究证明，绝大多数夹杂是Al2O3，也有一些铁、钙的铝酸盐[1]，故夹杂物密度视

为固态的Al2O3密度。由于钢液中的夹杂物体积分数和质量分数都很小，本文视夹杂物的运动对钢液流场

没有影响，采用分离求解算法求解（非耦合）。钢液与夹杂物的物性参数见表2。 

表2 钢液及夹杂物的物性参数 

Table 2 physical parameters of liquid steel and inclusions 

项目 钢液 夹杂物 

密度 7020kg/m3 3500 kg/m3 

定压比热 680J/(kg*K) - 

导热系数 34W/(m*K) - 

动力粘度 0.0062Pa*s - 

2、边界条件 

本文计算稳态浇注时的情况，采用k-ε湍流模型、标准壁面函数，SIMPLE求解方法，一阶迎风格式离

散化，网格数量约为150万。边界条件见表3。 
表3 边界条件 

Table 3 boundary conditions 

位置 边界类型 钢液条件 夹杂物条件 

长水口入口 质量入口 通过拉速算出质量流率 射流源 

SEN 入口 压力出口 给定质量流率 逃逸 

中包液面 滑移壁面 各参量法向梯度为零，切向无摩擦阻力 完全吸附 

对称面 对称面 各参量法向梯度为零 各参量法向梯度为零 

其他面 无滑移壁面 无滑移边界 完全反弹 

 1.3 基本假设 

（1）不考虑连铸的二次氧化、渣钢等化学反应及夹杂物的碰撞长大。 

（2）不考虑吹入氩气对流场的影响。 

（3）钢液与耐材的物性参数均为常数，不随温度变化。 

155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156 - 

（4）液面（中包覆盖剂）对夹杂物的吸附率为100%，即接触便捕捉。 

（5）中包壁面对夹杂物为完全反弹，且不会掉落固体微粒。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2.1中间包稳态浇注的流场与温度场计算结果 

稳态浇注过程中，中包25t与38t时的流场的主要特征无较大区别，局部细节特征存在差别。25t时长水

口与稳流器周围的湍动能略大、注流区域的高速度区域面积比例较大。湍动能与速度的云图见图2。 

 

a,中包38t时钢液速度云图 

 

b,中包25t时钢液速度云图 

 

c,中包38t时钢液湍动能云图 

 

d,中包25t时钢液湍动能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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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间包钢液流速与湍动能云图 
Fig.2 flow velocity and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of molten steel in Tundish 

设置长水口入口平均温度为1550℃，中包重量在38t时，出口面平均温度为1543.2℃，比25t时的出口

温度低1.2℃；二者的中间包内平均温度相差1℃，具体数值见表4和图3。 

表4 中间包温度模拟结果 
Table 4 simulation results of tundish temperature 

中包称重 25t 38t 

入口平均温度 1550℃ 1550℃ 

出口平均温度 1544.4℃ 1543.2℃ 

温降 5.6℃ 6.8℃ 

   

系统平均温度 1545.8℃ 1544.8℃ 

 

a,中包38t时钢液温度云图 

 

b,中包25t时钢液温度云图 

图3 中间包钢液温度云图 

Fig.3 Temperature chart of tundish liquid temperature 

 

2.2 夹杂物运动的模拟结果 

关于夹杂物的物质,上面已经提到，用Al2O3表征中间包内的所有夹杂物，并视其对连续相（钢液）的

运动没有任何影响，且不考虑碰撞及二次氧化的影响。本文中共假设将夹杂物粒径分为10组,粒径的分布

应用FLUENT自有模型（Rosin-Rammler分布），公式为： 

Yd=e
-(d /dm )^n 

其中，d为某个粒子的直径，Yd为直径大于d的所有粒子的质量百分比， dm为粒子群的平均直径（中

直径:即大于和小于该直径的粒子质量百分比均为50%），n为传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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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夹杂物粒径参数 
Table 5 particle size parameter of inclusion 

最大直径 最小直径 平均直径 传播系数 

300μm 1μm 100μm 3.5（默认值） 

 

图4 夹杂物直径与质量分数的关系（Rosin-Rammler分布）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on diameter and mass fraction 

应用上述关系和1.2中的基本假设，得出中间包称重25t和38t时夹杂物的运动结果如图5和表6，图5中

色卡表示的为粒子直径，红色趋近300μm，蓝色趋近1μm。 

 

图5 夹杂物运动轨迹线 

Fig.5 Inclusion trajectory 

从图5中可以看出，大颗粒夹杂物更容易上浮，150μm以上的夹杂物基本上在中间包的冲击区已经完

成上浮，被覆盖剂吸附后轨迹线在夹杂物与覆盖剂的接触位置所终止。流入结晶器的夹杂物尺寸相对较

小，其尺寸大约在80μm以下。 

本文统计的夹杂物去除率为η： 

%100
inlet

inlet 



A

AA outlet            （1） 

其中，Ainlet为入口处的夹杂物数量，Aoutlet为出口处的夹杂物数量。本文认为没有流进结晶器的夹

杂物均为被去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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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夹杂物运动的计算结果 

Table 6 calculation results of inclusion motion 

中间包重量 逃逸的夹杂物 被吸附的夹杂物 运动中的夹杂物 

38t 27.9% 70.7% 1.4% 

25t 33.5% 63.4% 3.1% 

增量 5.6% -7.3% 1.7% 

表6中将夹杂物的状态分为三类，分别为逃逸、被吸附和运动中。逃逸指流入结晶器，被吸附指上浮

至液面后被覆盖剂吸附，运动中指仍然在中间包的漩涡中运动。 

按式（1）的去除率公式计算可知，中间包38t与25t比较，夹杂物的去除率由72.1%降低至66.5%，被

吸附的几率降低了7.3%。 

3 结论 

（1）中间包称重38t（液位高度：1200mm）与25t（液位高度：900mm）相比，内部钢液流场的主要特征

没有较大区别，温度分布和温降略有差别，本文认为温降相差1.2℃。 

（2）对于中间包内夹杂物的上浮而言， 38t与25t两种工况下，大颗粒夹杂物（直径＞150μm）的上浮均

能在冲击区完成，而直径大于80μm的夹杂物不可能流入结晶器。 

（3）中包称重38t与25t两种工况下，夹杂物的去除率（按数量密度计算）分别为：72.1%和66.5%,降低了

5.6%；被覆盖剂吸附的几率（按数量密度计算）分别为：70.7%和6.4%，降低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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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 炉渣泡沫化的优化与实践 
姜静宇 

（河钢集团 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VD 抽真空过程由于底吹氩气的急剧膨胀等造成泡沫渣产生，泡沫渣形成后会造成 VD 溢渣，甚至烧断

氩气带影响生产，同时炉渣泡沫化后钢液裸露面积减少而影响真空脱气效果。本研究重点通过优化精炼渣系（碱

度、组分）和优化真空泵抽气速度来抑制 VD 炉渣的泡沫化，通过合理的炉渣成分优化后可将抽真空时间由 7-10

分钟缩短至目前 3-5 分钟，从而达到炉机匹配，真空脱氢率也得到提高。 

关键词：VD；炉渣泡沫化；炉渣成分优化；抽真空时间 

The Optimization and Practice of VD Slag Foaming 

JIANG Jing-yu 
(Wuyang Iron and Steel Co. , Ltd. Henan wugang) 

Abstract：VD vacuum process caused by swelling of bottom blowing argon producing foam, foam slag 

can, overflow from steel ladle and even burn out Argon gas pipeline; At the same time foam slag  

reduce the area of  Liquid steel exposed and impact the effect of vacuum degassing .This research 

mainly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refining slag system (alkalinity, component) and optimization of gas 

speed vacuum pump to control VD slag foaming, by reasonable composition of slag optimized vacuum 

time from 7 to 10 minutes can be reduced to 3 to 5 minutes, So as to achieve matching VD furnace and 

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 vacuum dehydrogenation rate is also improved. 

Key words：VD; slag foaming; refining slag system; vacuum time 

 

泡沫化是气体在液体中被薄液体膜所隔离，不能自由运动的现象。冶金过程中熔渣的泡沫化可以理解

为：炉渣液体中存在大量气泡，以球状或多面体状形式存在，并在气泡间形成一定的隔离渣膜；发泡过

程增加了表面能，体系有减少表面积消除泡沫的趋势；但由于气泡和分隔渣膜的界面现象，使泡沫能在

一定时间内存在。 

LF 处理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还原气氛下的埋弧加热，这需要产生并维持一定时间的泡沫渣以达到

埋弧的目的，从而提高钢包的使用寿命、降低电极消耗和电耗、减少处理过程中的吸氮；而在 VD 处理时

则要避免在抽真空过程由于底吹氩体的急剧膨胀等造成大量的泡沫渣产生，一旦泡沫渣形成，抽真空速

度过快炉渣迅速膨胀造成 VD 溢渣，甚至烧断氩气带对生产顺行造成困难。 

本研究重点通过优化精炼渣系（碱度、组分）和优化真空泵抽气速度来抑制 VD 炉渣的泡沫化，通过

合理的炉渣成分优化后可将抽真空时间由 7-10 分钟缩短至目前 3-5 分钟，从而达到炉机匹配，真空脱氢

率也得到提高。 

1  影响熔渣起泡行为的因素分析 

影响熔渣起泡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熔渣的组成以及由组成决定的适宜于气泡在渣层停留

的熔渣物性，主要包括熔渣的粘度、表面张力、密度等；另一方面为气源条件，包括单位时间穿过渣层

的气体量和气泡尺寸。 

很多研究者引用起泡指数的概念表征熔渣的发泡能力，它表示气泡渣层中的平均停留时间，发泡能

力∑由下列关系式决定：∑f(u,a，p，g)，其中 u，a，p 分别表示熔渣的粘度、表面张力和密度，g 为重力

加速度。而 Y Zhang 以及 Ghah 等认为 V 还与渣层中气泡的尺寸有关，目前对于熔渣起泡行为的研究基本

都认为，气泡在渣层中的平均停留时间∑，随着熔渣粘度 u 的增大和表面张力 a 的减小而增加，渣中气泡

尺寸越小则∑越大[1]。 

1.1 炉渣碱度对炉渣泡沫化的影响 

针对 LF 钢包精炼渣的组成特点，简单地用二元碱度代表渣成分的特点不全面，由于低氟精炼渣中含

有较多的 Al2O3 成分，所以使用如下定义的曼内斯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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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w(CaO)/[w(SiO2)w(Al2O3)]         (1) 

曼内斯曼指数 (=CaO/SiO2:Al2O3 比值)反映了保证精炼渣一定的碱度下，使炉渣有适宜的流动性。当渣指

数为 0.15~0.4 时，硫的分配比超过 80 保证了炉渣的精炼效果[2]。曼内斯曼指数与炉渣发泡指数的关系如

图 1 所示。 

 

图 1 熔渣发泡指数与 MI 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g foaming index and MI 

1.2 表面张力对炉渣泡沫化的影响 

精炼渣的表面张力大小与其成分密切相关： 

    =11+22+33+…+ii+…           (2) 

式中 xi为 i 组元的摩尔分数，i为纯组元的表面张力。渣的表面张力受温度和成分影响(T↑，↓)，又是

温度的函数[1]。熔渣组元中能够降低熔渣表面张力或降低总表面能的成分越少，越有利于抑制 VD 过程中

泡沫渣的形成。 

有研究表明：Al2O3对泡沫化化的影响与渣中萤石有关；当萤石含量为 5%时，Al2O3对泡沫化化的有

促进作用，当萤石含量为 10%时，Al2O3 对泡沫化化的有抑制作用。因此在低氟渣中富含的 Al2O3还原渣

有疏松和泡沫特性。因此降低渣中总氧量是降低 Al2O3抑制泡沫渣的有效途径。 

2 抑制泡沫渣产生的优化实践 

目前舞钢二炼钢厂工艺路线为转炉-LF-VD-CC,工艺要求真空保持时间 15-18 分钟，软吹时间≥10 分

钟；抽真空时间为 7-10 分钟，辅助时间 6-8 分钟/炉。因此 VD 处理时间为 38-43 分钟，连铸浇注平均 30

分钟，因此严重影响连浇率，因此缩短抽真空时间才能实现到炉机匹配。 

2.1 精炼渣系优化实践 

舞钢二炼钢主要采取电石和铝线、铝粒作为扩散和沉淀脱氧剂，炉渣渣系为 CaO-Al2O3-SiO2-MgO 四

元渣系，渣中各组分相对含量的变化相应地引起了炉渣物理性质的变化，从而引起炉渣泡沫化性能的改

变，根据 VD 过程要求炉渣特性（低发泡性）和生产实际，设计精炼渣组成 CaO(51%-56%)-SiO2 

(9%-13 %)-Al2O3(25%-31%)针对炉渣成分优化前后抽真空时间对比见表 1 和表 2。 
 

表 1 优化前抽真空时间统计表 

Table.1 The vacuum time table before optimization 

批号 CaO SiO2 Al2O3 MI 
抽真空时间 

（min) 

2413 48.5 11.6 34.2 0.12 5 

1124 51.2 8.8 39.7 0.15 8 

954 52.2 10.2 36.2 0.14 7 

1041 50.1 9.1 34.9 0.16 7 

1077 50.8 7.9 39.3 0.16 10 

996 52.9 8.5 35.6 0.17 8.5 

815 49.4 8.6 35.2 0.16 9 

916 47.9 9.3 33.2 0.16 7.5 

784 47.1 8.2 35.0 0.16 9 

3322 48.0 8.8 34.2 0.16 7 

747 48.6 9.0 33.2 0.16 6.5 

778 50.9 8.8 33.7 0.17 6.5 

1247 47.9 8.1 34.5 0.17 11 

748 50.0 8.8 32.4 0.18 9 

813 51.5 8.7 33.7 0.1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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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49.8 9.0 35.0 0.16 7.9 

由表 1 可知优化前曼内斯曼指数较低，Al2O3含量较高造成炉渣有较好的发泡性。 

表 2 优化后抽真空时间统计表 

Table.2 The vacuum time table after optimization 

批号 CaO SiO2 Al2O3 MI 
抽真空时间 

（min) 

2711 53.0 11.9 22.7 0.20 5 

3411 51.8 10.9 28.1 0.17 5 

2712 54.7 10.1 25.5 0.21 4 

1854 52.3 9.9 28.5 0.18 5.5 

1883 55.1 9.3 30.5 0.19 6 

1855 53.3 10.0 27.7 0.19 4.5 

2725 53.0 10.3 23.5 0.22 5 

1456 52.0 10.5 25.9 0.19 6 

1575 57.1 9.5 28.1 0.21 5 

1671 52.3 10.1 26.6 0.20 4.5 

1613 49.0 9.7 26.0 0.19 5 

3760 52.0 10.6 22.7 0.22 5.5 

2277 49.7 9.2 25.4 0.21 6 

3064 48.8 11.1 22.4 0.20 7 

2322 55.0 10.2 28.8 0.19 7 

平均 52.6 10.2 26.2 0.20 5.4 

由表 1 表 2 可知，对炉渣成分优化后保证炉渣的曼内斯曼指数 MI=w(CaO)/[w(SiO2)w(Al2O3)],在 0.20-0.3%

即能满足精炼脱硫也能缩短 VD 抽真空时间 3-5 分钟。 

2.2 优化 VD 抽气速度 

舞钢二炼钢VD真空泵为五级蒸汽喷射泵，抽真空时先开5级泵，真空度达到33kPa左右开4级泵，真空

度达到8kPa左右，开启3级泵，真空度到2.4kPa左右开2级泵，真空度达到0.4kPa 左右，开启1级泵，在1

级泵下达到极限真空度开始保持，保持时间大于15 min。 

根据生产实际真空度在10kPa～4kPa时，要密切注意溢渣情况（溢渣也是熔渣泡沫化的一种形式），

发现溢渣要及时破空，因此根据设备状态在抽真空前期可将4a/5a/ 4b/5b同时开启加快抽真快速度，此时配

合大氩气流量将真快前补加的碳粉及合金及时反应，杜绝渣中含有未融化物质；当真空度降低至10Kpa以

下时要减缓抽气速度可使真空罐压力的减小较平缓，以便渣层中的气体有充裕的时间排出；我们在实践

中通过前期加快抽气速度后期晚起B2泵减少破空次数，可以有效的将抽真空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同时

解决了抽真空速度过快炉渣迅速膨胀造成VD溢渣，烧断氩气带等生产事故。优化真空泵启停制度前后氩

气带烧断几率由4%减少至1%。 

3 结 论 
1) 适当提高炉渣曼内斯曼指数、增加萤石含量以及降低渣中Al2O3含量来抑制真空过程泡沫渣的形

成，缩短VD抽真空时间从而达到炉机匹配，同时改善炉渣透气性，提高VD脱氢效率。 

2) 根据真空泵状态优化五级真空泵的启停顺序可将抽真空时间缩短到3-5分钟以内，达到炉机匹配；

同时可减少氩气带烧断机率减少生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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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厚超宽钢板冶炼工艺生产实践 

赵红康，赵向政 
（河钢集团 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通过采用高铁水比例操作技术、电炉终点碳控制、电炉出钢过程不同预脱氧制度、炉渣碱度的控制

以及采用新型保温剂等技术，大幅度提高了钢水纯净度，改善了钢锭内部凝固质量，保证了采用扁钢锭生产

要求 JB/T4730.3-2005 标准 150mm-210mm 特厚钢板，要求 EN10160 S2E2 标准 260mm 以上特厚钢板，要求

EN10160 标准 S1E1 级或 SEL072 标准Ⅲ级 350mm 以上特厚钢板的探伤合格率，从而大幅度的降低生产成

本。 

关键词：特厚钢板；无损探伤；新型保温剂；高碱度炉渣  

Production practice of special thick ultra wide steel plate 

smelting process 

ZHAO Hong-kang, ZHAO Xiang-zheng 
（WuGang iron and steel co., LTD  WuGang  HeNan 462500） 

Abstract: By using a high proportion of iron water operation technology, electric furnace 

end-point carbon control, different pre deoxidation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electric furnace tapping, 

control of slag basicity and adopt new insulation agent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purity of molten 

steel was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solidification quality of ingot was improved. Thus ensure the 

flat steel ingot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of JB/T4730.3-2005 standard 150mm-210mm thick steel 

plate, EN10160 S2E2 requires more than standard 260mm thick steel plate, inspection 

requirements above EN10160 standard S1E1 or SEL072 standard grade 350mm thick plate pass 

rate, thereby greatly reduc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Key words:extra heavy steel plate; nondestructive inspection; new insulation agent; high basicity 

slag

 

随着时代的发展，装备呈现大型化的趋势，所需钢板单重大、厚度和宽度增加且内在质量要

求苛刻。舞钢公司一般采用扁钢锭或电渣锭生产超宽超厚超重钢板。对于要求 JB/T4730.3-2005 标

准 150mm-210mm 特厚钢板，要求 EN10160 S2E2 标准 260mm 以上特厚钢板，要求 EN10160 标准

S1E1 级或 SEL072 标准Ⅲ级 350mm 以上特厚钢板，上述要求厚钢板如果采用扁钢锭生产，探伤级

别要求已经接近甚至达到扁钢锭生产能力的上限，对扁钢锭内部纯净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

从生产成本上考虑使用扁钢锭一次成材或开坯成材较电渣锭生产厚板经济效益更加显著，但是采

用传统模铸生产模式不足满足厚钢板探伤要求，需要优化冶炼工序从而提高钢板的内部质量，有

效地保证厚钢板的探伤合格率。 

1 生产工艺流程 

初炼炉冶炼→LF 精炼→VD 处理→模铸→钢锭清理、加热→轧制→钢板清理→探伤→正火→

钢板取样、性能检验→入库 

2  电炉控制技术 

2.1  高铁水比例操作技术 
表 1  热装铁水前与热装铁水后残余元素比较（质量百分数，%） 

Fig.1 The thermal loading of molten iron is compared with the residual elements of hot and molten iron 

 镍 铜 砷 锡 铋 

热 装 铁 水

前平均值 

0.063 0.075 0.0088 0.0072 0.0053 

热 装 铁 水

后平均值 

0.034 0.018 0.0061 0.0021 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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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装铁水的显著特点是为电弧炉带来大量的物理热和化学热，使残余元素铜、镍、锡、砷、

铋、锑含量大幅度降低，并能够稀释杂质，提高钢水纯净度。表 1 热装铁水前与热装铁水后残余

元素比较。受高炉出铁时间影响，热装铁水采取单兑、双兑模式，兑铁比例在 35%-80%。 

2.2  电炉终点碳控制 

冶炼终点时钢水碳含量决定钢水中氧含量，终 

点碳含量越低，钢水中的氧含量增加越显著，根据碳氧反应平衡理论，在 1600℃时，[%C]*[%O]

＝0.0020-0.0025。实际生产中，终点氧含量还受渣中氧化铁、钢液温度的影响。进而影响后步精炼

钢水脱氧效果和脱氧后钢中夹杂物的数量及类型。舞钢板坯冶炼钢种碳含量主要为 C:0.15%-0.20%

及后步精炼电极、合金增碳影响。电炉出钢控制要求为 C:0.08%-0.12%。电炉通过更换氧枪喷嘴口

径调节供氧强度。目前使用氧枪口径 28mm、32 mm、37.5 mm、40 mm，供氧 2800-5000m3/H 范

围内，控制供氧总量实现出钢碳控制，目前生产此类钢种出钢 

碳命中率达到 93%，同时钢水中的氧含量最低。 

 

2.3  电炉出钢过程不同预脱氧制度对夹杂物数量、尺寸的影响 

    电炉出钢时吹氩合金化的过程，利用合金化脱氧的氧化产物与三氧化二铝结合或生成低熔点

12CaO.Al2O3 促使三氧化二铝的去除和上浮，减少钢水内只有氧的浓度。采用高锰+铝粒、高锰+

硅铁、大包不加合金及脱氧剂三种预脱氧制度在渣量、喂铝量、冶炼时间炉渣状况基本相同条件

下进行，对冶炼后钢水取样并做金相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高锰+铝粒预脱氧方式真空前后夹杂物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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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备注：电炉出钢大包加高锰+铝粒预脱氧方式共 7 炉：16102089N0、16102105N0、16102106N0、16102107N0、

16102110N1、16102111N1、16102079N0，VD 前数量依次为（18、8、12、2、4、3、3）；尺寸（μm）依次为（210、

255、187、53、180、100、150）平均数量为 7；平均尺寸（μm）为 162。 

高锰加硅铁真空前后夹杂物尺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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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备注：电炉出钢大包加高锰+硅铁共 6 炉：16102099N1、16102101N1、16200487N1、16200495N1、16200496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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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0497N1，VD 前数量依次为（3、13、9、4、6、5）；尺寸（μm）依次为（120、885、300、90、180、212）平

均数量为 7；平均尺寸（μm）为 297。 

出钢不加合金、脱氧剂真空前后夹杂物数量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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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备注电炉出钢大包不加合金及脱氧剂 5 炉：16102077N0、16200485N0、16200491N0、16200488N1、

16200489N1VD 前数量依次为（1、19、20、6、5）；尺寸（μm）依次为（150、200、235、200、

287）平均数量为 13；平均尺寸（μm）为 244。 电炉出钢大包加高锰+铝粒、高锰+硅铁、大包不

加合金及脱氧剂炉次的三种方式，精炼毕，夹杂物数量增多、尺寸呈增大态势。 

    由此可以看出采用高锰+铝粒这种预脱氧制度 夹杂物数量最少，尺寸最小。 

2.4  高碱度炉渣控制技术 

    特厚钢板模铸时钢水处理过程通过控制脱氧剂加入种类、加入时机，精炼过程控制脱氧顺序

及含硅元素的加入时机，降低渣中 SiO2 含量，从而降低脱氧过程的生成物硅酸盐类夹杂物数量，

而以铝酸盐类夹杂物为主。对于三氧化二铝吸附的碱度，通过统计分析认为碱度在 4.5-7.5 之间最

佳。碱度较高时，炉渣吸附铝酸盐的能力下降，而且钢渣间的传质反应（特别是脱氧反应）和导

致钢渣界面的浸润作用下降。在现有条件下冶炼此类钢种时，操作不当炉渣容易返干（渣稠），炉

渣不易控制，需蘸渣或切电观察，调整炉渣具有良好的流动性。表 2 给出了精炼结束毕炉渣成分

与轧制板厚对应关系（所列举炉次均达到对应探伤标准对应级别要求）。 

表 2  精炼结束毕炉渣成分与轧制板厚对应关系 

Table.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lag composition and the thickness of rolling plate is finished 

炉号 SiO2 AL2O3 TCa MgO TFe MnO P2O5 S 碱度 钢种 板厚 探伤等级 

5203 8.19 26.05 39.88 6.94 0.76 0.26 0.011 0.338 6.82 Q345D 

220 NB/T47013.3-201

5（Ⅲ） 

5080 7.59 27.71 39.60 6.61 0.50 0.40 0.010 0.315 7.30 Q345B 

200 JB/T4730.3-2005

（Ⅲ） 

5488 10.41 23.02 41.24 4.49 0.65 0.12 0.012 0.322 5.55 Q345E 

200 NB/T47013.3-201

5（Ⅲ） 

5515 
8.83 25.50 40.98 5.18 0.63 0.12 

0.010 0.465 6.50 
SM490B 190 

NB/T47013.3-201

5（Ⅲ） 

5169 
6.66 28.33 38.20 7.81 0.88 0.15 

0.011 0.387 8.03 
Q345B 200 

JB/T4730.3-2005

（Ⅲ） 

5392 
10.32 26.66 39.31 5.82 0.59 0.15 

0.010 0.271 5.33 
Q345B 175 

GB/T2970-2004

（Ⅲ） 

5332 
11.08 25.01 39.76 5.68 0.96 0.23 

0.010 0.369 5.02 
SM490B 170 

GB/T2970-2004

（Ⅱ） 

5236 
10.33 22.74 40.85 5.44 0.62 0.14 

0.011 0.299 5.54 
SM490B 160 

JB/T4730.3-2015

（Ⅲ） 

注：碱度为二元碱度：（TCa*1.4/ SiO2 

2.5 真空处理技术 

2.5.1 真空过程锰、铝及硅的变化 

   真空处理以蒸汽作为抽真空的动力源，通过控制水环泵、喷射泵实现真空度≤66Pa。在真空处

理时，一些有用的元素（如锰、铝、铬等）具有比较高的蒸汽压，它们的挥发将会使钢液的成分

控制发生困难，甚至会影响钢的质量。采用 66Pa 以下真空保持 20min，部分炉次锰变化情况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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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炉次锰变化情况 

Tabel.3 The change of partial furnace manganese change 

炉号 钢种 精炼毕
Mn% 

真空前调

Mn%至 

真空毕
Mn% 

熔炼分析
Mn% 

17101999 Q345D 1.50 1.60 1.55 1.52 

17101921 Q345D 1.51 1.62 1.55 1.55 

17101930 Q345D 1.51 1.56 1.46 1.43 

舞钢一炼钢厂拓展真空模式，在原有连铸模式、模铸模式基础上增加一种模铸模式，简称 C

模式，该模式试用后，对于窄钢种内控成分要求可实现 100%达标。采用该模式真空后气体含量与

66Pa 以下真空保持 20min 模式差别不大，钢板探伤结果达到用户要求。 

表 2 给出了精炼结束毕炉渣成分与轧制板厚对应关系（所列举炉次均达到对应探伤标准对应

级别要求）。 

真空处理从开抽至真空保持（真空度达 66Pa 以下某一数值）这一阶段，50%的铝在此阶段被

消耗，其中一部分铝还原渣中（SiO2）进入渣中。温度梯度变化较平均温降高 0.5℃/min。10%～

30%的铝在真空保持至破坏（常压状态）阶段被消耗。随着真空温度降低，温度低于 1600℃铝不

再渣中（SiO2）进行反应。 

2.5.2 真空脱气后静吹对夹杂物的影响 

分别在真空脱气和静吹后对不同炉次取金相样，检验并分析非金属夹杂物的尺寸及数量，统

计结果见表 4，软吹时间与夹杂物对应关系见图 4。 

表 4  真空脱气和软吹后非金属夹杂物尺寸及数量 

Table.4 Vacuum degassing and non-metallic inclusion size and quantity after soft blowing 

炉号 
真空脱气后 软吹后 软吹时间 

数量 尺寸（μm） 数量 尺寸μm min 

16102077N0 11 440 4 60 4 

16102079N0 25 670 2 300 9 

16200485N0 19 310 9 299 6 

16200491N0 16 390 5 132 4 

 

软吹时间与夹杂物数量的关系(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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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静吹时间与非金属夹杂物对应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ic and non-metallic inclusion 
 

 由图 4 可以看出，静吹后非金属夹杂物数量及尺寸都呈减少趋势，说明选择合适的软吹方式有利

于夹杂物上浮，且效果较明显，且夹杂物减少趋势与静吹时间成正比关系。 

2.6  模铸氩气保护浇注对钢种气体含量的影响 

为模铸设计了气幕保护性氩气保护罩，现场采用全程氩气保护浇注。模铸吹氩保护装置示意

图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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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包；2—钢包水口；3—环形套管；4—排气孔；5—保护钢罩； 

6—氩气管道；7-氩气条件阀门；8-氩气 

图 5  模铸吹氩保护装置示意图 

Fig.5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e casting argon protection device 

从图 5 可以看出，氩气通过环形套管下部的排气孔进入氩气环罩内，氩气环外边缘的保护钢罩可

有效遮挡氩气，使氩气一直保持在钢液周围循环形成气幕而不被钢液热流带走，对钢包水口下方

的钢流加以保护，避免钢水与空气直接接触，减轻钢水二次氧化，降低钢水吸气量。通过对加装

保护钢罩的高度进行多次优化，最终高度由原设计的 30mm 增加至 65mm，增大了气幕空间，既

降低了排气孔的粘钢几率，又提高了其透气持续力。该装置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根据现场吹氩效

果调节氩气管道中的压力调节阀门，实现恒压氩气保护浇注，安装方便、操作简单。 

不同氩气压力下保护浇注炉次钢水中的气体含量对比见表 5，由表中可以看出，选择合适的氩

气压力可降低浇注过程钢液吸气量。 

表 5  不同氩气压力下保护浇注炉次钢水中的气体含量对比      

Fig.5 The gas content of the ladle boiler under different argon pressure compared in this pape 

14102113 0.15 45.83 59.93 14.1 23.5 18.70 26.8 8.1 

14102386 0.15 59.55 78.84 19.29 24.47 17.6 25.92 8.32 

14102510 0.2 37.10 43.3 6.2 14.32 16.65 21.54 4.89 

14102089 0.2 59.73 65.97 6.23 10.44 16.4 21.03 4.67 

14200452 0.25 39.80 43.65 3.85 9.67 17.1 22.27 5.17 

14200455 0.25 45.00 50.77 5.77 11.37 16.58 20.77 4.19 

14200454 未吹氩 46.05 61.70 15.65 33.98 17.29 31.45 14.16 

 

2.7  采用新型保温剂，改善钢锭内部凝固质量 

   舞钢公司 1#轧机、2#轧机不具备直接轧制钢锭的设备条件。轧制大型钢锭时，由于轧制力小对

钢锭内部渗透不明显。成材大厚度钢板的厚度中心处、尤其是对应钢锭胸部处组织疏松和偏析严

重，难以满足国标探伤的大厚度高内在质量钢板的需求。通过改善钢锭内部凝固质量、加强帽口

保温效果实现大厚度高内在质量钢板的稳定性。于通裕重工、上重、太重及其他大型钢锭生产企

业技术交流，发热剂在改善钢锭胸部最后凝固区域质量方面有较大的优势，解决钢锭成材板的中

上部点状密集缺陷上效果较好。2015 年年初开始采用发热剂试验，希望解决以下两种钢板的内在

质量： 

1）厚度≥170mm 以上要求国标（GB/T2970 或 JB/T4730）Ⅰ～Ⅲ探伤、能标（NB/T47013）

Ⅰ级或欧标（EN10160）S3E3 的合同； 

2）厚度≥150mm 且宽度≥2800mm、要求（1）中所述探伤标准及级别合同。 

2015 年-2016 年进行小批量试验、大批量生产试验以及不同厂家供货发热剂试验，钢板内部质量改

善明显。2016 年具体试验数据见表 6。 

表 6  使用发热剂炉次与未使用发热剂炉次探伤合格率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the pass rate of the furnace with no heating agent was used 

项目 探伤总块数 合格块数 不合块数 合格率 尾部面积缺陷 炼钢异常 扣除后合格率 

使用发热剂 181 162 19 89.50% 4 4 93.92% 

未用发热剂 174 144 30 82.76% 2 5 86.78% 

从表 6 可以看出使用发热剂炉次探伤合格率比未使用发热剂炉次探伤合格率高 6.74%，扣除炼

钢工艺异常及尾部面积（该类主要为浇注时间慢所致，与自然凝固无关）因素，使用发热剂炉次

探伤合格率（按块计）可达到 93.92%，同等条件下比不使用炉次高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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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未使用发热剂炉次帽口收缩情况 

Fig.6 The contractions of the febrile oven cap were not used 

 
图 7  使用发热剂炉次帽口收缩情况 

  Fig.7 Use of a febrile furnace to shrink the cap 

3  结  论 

1）通过采用高铁水比例操作技术、电炉终点碳控制、电炉出钢过程不同预脱氧制度、炉渣碱

度的控制以及采用新型保温剂等技术措施，大幅度提高了钢水纯净度，改善了钢锭内部凝固质量，

保证了采用扁钢锭生产要求 JB/T4730.3-2005 标准 150mm-210mm 特厚钢板，要求 EN10160 S2E2

标准 260mm 以上特厚钢板，要求 EN10160 标准 S1E1 级或 SEL072 标准Ⅲ级 350mm 以上特厚钢

板的探伤合格率。 

2）通过优化冶炼工艺措施采用扁钢锭生产超宽超厚钢板，拓展了扁钢锭的生产能力，同时大

幅度地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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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高效连铸机及其相关技术 
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连铸是钢铁生产的中心环节，以高生产率、高品质为内涵的高效连铸对推动钢铁行业节能降耗具有重要意

义。连铸生产过程频发的裂纹、偏析及疏松等凝固缺陷是制约其高效化的瓶颈，新一代高效连铸机应具有克服这些

凝固缺陷的固有特性，结晶器、二冷、凝固末端等三个冷却区的新技术开发及应用代表了其发展方向，将成为今后

连铸机的标配技术。 

关键词： 高效连铸，结晶器技术，二次冷却控制，凝固末端压下 

New Generation of 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 and Its Relative Technologies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U Miao-yong, E-mail: 

myzhu@mail.neu.edu.cn) 

Abstract：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with high productivity and high quality of stee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consumption for steel industry, since it acts as the most important stage 

during the steel production. The solidification deflects such as crack, segregation and porosity occurring 

frequently during the continuous casting, have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inuous casting for high 

efficiency,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 should have the advantage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these deflects. The new technologies developed and applied very recently for 

continuous casting mold, secondary cooling zone and solidification final end represent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continuous casting, and will be the standard technologies for 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 in 

future.   

Key words: Continuous casting with high efficiency, Mold technology, Secondary cooling control 

technology, Solidification end reduction 

 

1 前 言 
连铸是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继氧气转炉炼钢后的又一项革命性技术，自从工业性连铸机出现至今已有

70 年的历史。期间连铸技术得到了不断发展，机型、工艺、设备得到了不断改进，品种质量得到了不断提

高，信息技术的应用使连铸的技术水平得到了飞速发展，生产效率得到不断提高，已从单炉浇铸发展到多

炉浇铸，从铸坯冷送到热送、直装、直轧，实现连铸连轧，目前正向半无头、无头轧制方向迈进。 

我国连铸经历了起步晚、发展艰难、引进移植、自创体系、快速发展、高效化改造等阶段。近十几年

来，我国连铸发展的速度已达到世界主要产钢国的增长水平，并且在连铸技术及装备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2015 年连铸坯产量 7.9 亿吨，连铸比达到 98.3%。在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的连铸坯质量

满足了包括高附加值产品在内的各类钢材的需要，而且在装备国产化方面有了更大的进步，连铸机的设计

及制造已均能立足国内。 

在发展连铸过程中，为了发挥具有跨越优势的后发力，我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了“高速连铸”，以

提高拉速，减少铸机台数，节约投资和增加连铸生产率。1995 年提出了“高效连铸”，即在高拉速基础上，

还要考虑炉机匹配，高作业率，高无缺陷坯，同时低成本。目前，我国大板坯的实际拉速在 1.8m/min 以下，

150mm×150mm 方坯平均拉速尚未超过 3.0m/min，薄板坯连铸的拉速大都在 5m/min，只有日照钢铁的达到

了 6m/min。这样的拉速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日本 JEF 福山钢厂板坯的拉速在

2.3-2.5m/min，韩国浦项光阳钢厂板坯连铸的拉速为 2.5-2.7m/min，通钢量达到了 9t/min；方坯连铸达涅利

的铸机达到了 6m/min；薄板坯连铸机韩国浦项稳定达到了 7m/min。 

近年来，随着我国交通运输、能源石化、海洋工程、重型机械、核电、军工等国家重点行业与产业的

快速发展，对以高强、高韧为特点的微合金品种钢需求量大幅增加，2014 年微合金钢占至我国总钢产量

16.5%。然而，实际微合金钢连铸生产过程，铸坯频发角部裂纹缺陷（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含 Nb、B 等微合

金钢铸坯表面裂纹发生率均≥5.0%），以及中心偏析、疏松等内部质量缺陷尤显突出（重点宽厚板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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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坯中心偏析与疏松综合评级仅能控制在 1.0 级，车轴钢、大规格轴承钢等成品轧材探伤合格率不足 20%）。

高生产率、高品质钢产品生产仍将是今后先进冶金装备的主要特征，高效连铸的特征就是与常规连铸技术

相比体现出 5 个“更高”，即更高的浇铸速度、连铸机作业率、连浇率、质量水平和出坯温度，而且其在钢

铁制造过程的中心地位将更加突出。因此，新一代高效连铸机应具有克服裂纹、偏析与疏松等这些凝固缺

陷的固有特性，结晶器、二冷区、凝固末端这三个冷却区的新技术开发及应用代表了其发展方向，将成为

今后连铸机升级的标配技术。 

2 新一代高效连铸机的关键技术 

新一代高效连铸机需要体现出更高的拉速、更好的表面质量和内部质量以及更高的控制水平。为此需

要开发与此相适应的高效结晶器技术、精准二冷控制技术、高均质与致密化连铸坯的凝固末端动态压下技

术等。 

2.1 高效连铸结晶器技术 

连铸过程中结晶器内发生着流动、传热、凝固、热变形等诸多复杂的物理现象，诸现象之间相互影响

与制约，操作条件和工艺参数对结晶器内发生的这些现象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着最终连铸坯的质量和

生产。对连铸结晶器而言，高生产率、高质量的实质是体现在钢水流动控制、凝固坯壳均匀化生长控制、

结晶器润滑控制等方面，其核心应为凝固坯壳的均匀生长与厚度控制。 

2.1.1 结晶器内钢水流动控制 

连铸结晶器内的卷渣一直是困扰连铸生产的技术难题之一。结晶器内发生卷渣的影响因素较多，如拉

速、水口张角、水口浸入深度、保护渣黏度、结晶器尺寸等。高拉速连铸时，结晶器内钢水液面波动加剧，

会造成的钢水吸气及卷渣，从而引发铸坯中二次氧化夹杂和大颗粒夹杂物，并导致钢产品产生表面缺陷甚

至裂纹。电磁制动技术是一项利用稳恒磁场来控制连铸结晶器内钢水流动的技术，当运动的钢水通过稳恒

磁场时，与磁场相互作用就会形成一个和钢水运动平行但方向相反的制动力，减缓并重新分配了来自水口

的钢水主流股，减小了结晶器内钢水液面的波动。 

图1为利用数值模拟得到的不同控流工艺条件下结晶器中心对称面上的流场分布[1]。当氩气以6L/min的

流量吹入时，钢液主流股受氩气浮力的作用，部分钢液由水口侧孔流出之后随氩气直接向上运动，上回流

涡心消失，回流速度有所减小，自由液面处最大速度由不吹氩时的0.26 m/s减小到0.13 m/s。可见，合适的

吹氩量对钢液流动也起到一定的制动作用；施加电磁制动后，钢液整体流速减小，尤其是自由液面附近和

弯月面处速度更平缓，其最大速度减小到0.03 m/s，回流区域范围缩小，在靠近水口的自由液面处产生一个

速度较弱的小涡流区，其速度方向与上回流速度方向相反，下回流钢液并未形成完整的回流。随回流动能

的减少，回流钢液到达主流股附近后，继而转为向下运动。电磁制动和吹氩双重作用下，上回流区回流速

度和自由液面靠近水口附近漩流区的漩流速度增大，自由液面附近钢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浪形流动状态。

自由液面处最大速度出现在水口附近的漩流区，其漩流最大速度由电磁制动条件下的0.02m/s增加到

0.12m/s，可见，吹氩会使漩流强度增大，只有通过控制合适的吹氩量才能保证自由液面的稳定和卷渣的发

生。 

 

图 1  不同控流条件下结晶器中心对称面的速度分布 

(a) 不吹氩和无 EMBr；(b) 仅吹氩；(c) 有 EMBr；(d) 吹氩和 EMBr 

板坯尺寸：1150mmx224mm；拉速：1.8m/min；电磁制动器：上下线圈电流分别是 200A、700A 

 

日本NKK的Teshima等[2]通过对高拉速板坯结晶器内的钢液流动行为的大量水模实验，并结合现场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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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分析了连铸工艺条件对结晶器内钢液流动和液面波动的影响规律，提出了反应结晶器内钢液液面波动

的指数—液面波动指数F： 

st L e (1 sin ) 1

4

Q v
F

D

 
                             (1) 

式中各符号的物理意义见图 2 所示。大量实验结果分析表明，为抑制钢液的表面流速，最佳的 F 值为 1.7~3.0。

可通过改变喷流角度、浸入式水口的浸入深度和氩气流量等浇注条件 F 将值控制在最佳范围内，这样可成

功减少由卷渣引起的连铸板坯的缺陷。 

 

 

W/2 

x 

QL/2 

  

  

D 
O 

y 

 

图 2 公式(1)中符号定义 

QL—钢液体积拉速，m3/s；ve—钢液主流股的冲击速度，m/s；ρst—钢液密度，kg/m3；D—冲击点到自由液面的距离，m；W—

结晶器宽度，m；α—浸入式水口侧孔倾角，(º)；θ—钢液主流股的冲击角度，(º)。 

 

将 F 值与应用行波磁场的电磁制动结合也可为减少由保护渣卷入引起的缺陷提供参考。图 3(a)所示为

电磁制动过程不同吹氩量时 F 值与吹氩量和弯月面附近液面最大波高的关系[3]。由图可知，F 值随吹氩量

的增加而增大，二者基本呈线性递增关系；随着 F 值的增大，弯月面附近的钢/渣界面最大波高由向上波动

变为向下波动，二者呈线性递减关系，即随吹氩量的增加 F 值增大，弯月面附近的液渣层厚度增加。由图

还可看出，在保证钢/渣界面不被吹破的前提下，F 值在 14~18 范围内变化时，弯月面附近的最大界面波高

不超过±2mm。 

图 3(b)为电磁制动和吹氩过程不同拉速时 F 值与拉速和弯月面附近液面最大波高的关系。由图可知，F

值随拉速的增加而增大，二者同样近似呈线性递增关系；随 F 值的增大，结晶器弯月面附近的界面最大波

高由向下波动变为向上波动，二者亦呈线性递增关系。可见，拉速增加 F 值增大，而弯月面附近的液渣厚

度却随之减薄。同样，在保证钢/渣界面不被吹破的前提下，F 值在 15~18.5 范围内变化时，弯月面附近的

最大界面波高也不超过±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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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3  电磁制动过程不同工艺参数下 F 值与结晶器窄面附近液面最大波高的关系 

(a)不同吹氩量(
cv =2.1 m/min, Iu=200 A, Il=700 A)；(b)不同拉速(

av =4.0 L/min, Iu=200 A, Il=700 A) 

 

图 4(a)所示为电磁制动和吹氩过程不同上线圈电流强度时 F 值与上线圈电流强度和弯月面附近液面最

大波高的关系。由图可知，F 值随上线圈电流强度的增加而增大，二者基本呈线性递增关系；随着 F 值的

增大，弯月面附近的钢/渣界面最大波高由向上波动变为向下波动，二者近似呈半抛物线递减关系，即随上

线圈电流强度的增加 F 值增大，弯月面附近的液渣层厚度增加。由图同样可看出，在保证钢/渣界面不被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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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的前提下，F 值在 15~16 范围内变化时，弯月面附近的最大界面波高不超过±2mm。 

图 4(b)所示为电磁制动和吹氩过程不同下线圈电流强度时 F 值与下线圈电流强度和弯月面附近液面最

大波高的关系。由图同样可知，F 值随下线圈电流强度的增加而增大，二者也基本呈线性递增关系；随着 F

值的增大，弯月面附近的钢/渣界面最大波高同样由向上波动变为向下波动，二者也近似呈半抛物线递减关

系，即随下线圈电流强度的增加 F 值增大，弯月面附近的液渣层厚度增加。由图也可看出，在保证钢/渣界

面不被吹破的前提下，F 值在 15~16.5 范围内变化时，弯月面附近的最大界面波高不超过±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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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4  吹氩过程不同线圈电流强度时 F 值与电流和结晶器窄面附近液面最大波高的关系 

(a) 上线圈(
cv =2.1 m/min,

av =4.0 L/min, Il=700 A)；(b) 下线圈(
cv =2.1 m/min,

av =4.0 L/min, Iu=200 A) 

 

由以上分析可知，电磁制动和吹氩共同作用下，F 值与吹氩量、拉速和线圈电流强度均近似呈线圈递

增关系，F 值可以有效反映出弯月面附近的钢/渣界面波动情况。电磁制动和吹氩双重作用下控制合适的 F

值变化范围对于避免结晶器内钢/渣界面的剧烈波动和卷渣的发生更具实际指导意义。因此，高拉速结晶器

内以钢/渣界面平静度为主要目标的流动控制可以转化为对 F 值的控制，如能实现 F 值变化的在线监控，这

样就为高拉速结晶器内流动的智能化控制奠定了基础。 

2.1.2 结晶器内凝固坯壳行为及均匀生长控制 

   
 
 
 
 
 
 
 
 
 
 
 
 

                                                                

                                                             图 5  内凸曲面结晶器示意图 

 

图 6 为 ICS-Mold 条件下高强船板钢板坯生产过程结晶器内宽、窄面角部气隙分布。坯壳宽面角部气隙

显著减小，厚度最大值由传统线性锥度下的 0.80mm 降至 0.28mm，且气隙的分布的均匀性得到了明显改善。

同时可以看出，坯壳窄面角部的气隙基本消除，这样坯壳角部的传热效率将大幅提高。 

坯壳均匀生长是高效连铸需要解决最为关键的问题

之一，是实现无缺陷连铸坯生产的前提保证。控制结晶器

内坯壳均匀生长的关键在于保证结晶器内坯壳与铜板间

的均匀传热。实际连铸过程，结晶器内初凝坯壳与铜板间

的传热行为主要是由保护渣凝固所产生的结晶器-保护渣

界面热阻与保护渣的状态及厚度分布、坯壳凝固收缩所引

起的坯壳-保护渣间气隙分布、结晶器冷却结构与冷却制

度等共同决定。 

近年来，蔡兆镇等从理论上定量描述了板坯连铸结晶

器内气隙、保护渣以及坯壳角部表面温度分布规律，揭示

了微合金钢铸坯角横裂纹产生机理，研究开发了一种新型

内凸曲面结晶器（ICS-Mold,如图 5 所示），即结晶器铜板

中部区域设计成迎合凝固坯壳生长特点的曲面，角部区域

增加了“楔形”曲面以更好适应凝固坯壳的角度收缩，这

样可有效降低坯壳角部气隙与保护渣厚度，实现结晶器内

凝固坯壳的均匀生长和铸坯角部快速冷却[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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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ICS-Mold 与传统结晶器内坯壳角部气隙分布 (a)宽面，(b)窄面 

 

图 7 为结晶器内坯壳角部沿拉坯方向的表面温度分布和冷却速率变化情况。在传统结晶器内，当铸坯

下行至离弯月面 200mm 及以下高度时，受气隙与保护渣膜在坯壳角部集中分布影响，角部传热开始放缓，

并在离弯月面 200~300mm 高度区域出现稳定区域。结晶器弯月面下 200mm 高度的坯壳表面温度约为

1120℃，结晶器出口处的坯壳角部表面温度约为 1000℃，该温度区间恰为 Nb 和 B 等合金碳氮化物的晶界

析出温度，这将引发坯壳角部奥氏体晶界析出碳氮化物，弱化组织晶界强度。而在 ICS 结晶器内，铸坯在

整个下行过程中坯壳角部温度降幅一直十分明显，冷却速率保持在 10℃/s 以上，是传统结晶器的 3 倍，从

而满足弥散化析出物对冷却速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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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坯壳角部沿拉坯方向表面温度分布（a）和冷却速率变化情况（b） 

 

图 8 为两种不用结晶器条件下铸坯的凝固组织照片，可以发现传统结晶器条件下凝固过程，钢中微合

金元素与 C、N 等元素结合，形成碳化物、氮化物或碳氮化物，并在奥氏体晶界以链状形式大量析出，如

图 8(a)所示，而采用 ICS-Mold，实现铸坯角部快速冷却，铸坯角部组织消除链状、大颗粒碳氮化物析出，

凝固组织晶界及晶内均无明显颗粒状析出物，从而消除了连铸坯产生角横裂纹的根源。图 9 为离铸坯角度

表面 5mm 处金相组织照片，可以发现采用 ICS-Mold 技术，晶粒尺寸仅为 10~15μm，而且分布均匀，是传

统工艺的 1/10，晶粒得到明显细化，因而组织抗裂纹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a)                                       (b) 

图 8  含铌钛钢铸坯晶界析出物分布：(a) 传统结晶器；(b) ICS-M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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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离铸坯角度表面 5mm 处金相组织照片 

 

目前该技术已在宝钢、鞍钢、河钢等 8 家企业 14 条板坯生产线上得到了应用，并正推广至韩国现代钢

铁、山钢集团等企业的产线，预计年底总产线规模达 20 条线以上。该技术属于连铸坯裂纹控制的首创技术，

不仅结晶器制作成本低、寿命高，而且裂纹控制稳定性高，可根治微合金等钢铸坯角部裂纹，实际裂纹率

稳定控制 0.1%以内，对推进高效连铸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2.1.3 结晶器润滑机制及控制 

连铸过程中凝固坯壳与铜板之间的润滑是实现连铸生产顺行和连铸坯质量的关键，结晶器振动已作为

实施高效连铸的关键技术和标准操作。为了克服高拉速时出现保护渣消耗下降而影响润滑效果的问题，结

晶器的非正弦振动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结晶器振动作用始于钢水凝固的弯月面，薄弱的初凝坯壳与结晶

器冷却铜板间界面行为很大程度受制于结晶器振动，良好振动能有效改善结晶器摩擦、润滑和传热等，并

降低振痕深度和裂纹敏感性，可在提高拉速的同时，获得良好的连铸坯表面质量，并降低漏钢事故发生率，

进一步提高连铸坯产量和质量。 

 
图 10  结晶器振动测试物理模型 

 

结晶器振动技术的核心内容之是其振动波形，即振动速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因结晶器弯月面具有高

温封闭特点，难以直接研究分析弯月面区接触状态，常规振动波形构建主要基于宏观依据：上振速度平缓

以限制相对速度差，降低坯壳表面拉应力；延长正滑脱时间，增加渣耗量，改善润滑；维持合适负滑脱时

间，既产生负滑脱量，又能控制渣道压力，以减轻振痕；保证一定负滑脱量，利于脱模和撕裂坯壳愈合。

然而，表象的宏观依据并不能最真实反映弯月面区实际接触行为，振动波形的构建应采用更为精确合理的

判断标准。最近，孟祥宁等基于现场操作工艺和实测数据，设计并实施了涵盖正弦和非正弦振动的试验测

试（如图 10 和图 11），并与数学计算和数值模拟相结合，重新解析了振动结晶器弯月面界面微观行为机理。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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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结晶器振动过程耦合现象检测原理 

 

图 12 为上弯月面渣道内振痕形成机理。渣道内靠近结晶器壁一侧的液渣层随结晶器振动改变流动方

向，导致渣道内压力周期性改变。结晶器向上振动速度达到最大时，靠近结晶器壁一侧的液渣被强制带入

渣池，此时渣道内产生微小的负压力。结晶器向下振动，液渣在结晶器和拉坯共同作用下流量开始增加，

渣道内产生较小的正压力。进入负滑脱时期，在结晶器强烈的下振作用下，渣道内正压迅速增大。由液渣

流量不均造成的正压力在上弯月面的底部附近形成压力尖点，此峰值压力使薄弱的初凝坯壳向内凹陷，同

时大量低温液渣加速坯壳冷却，最终在负滑脱末期振痕形成。在非正弦振动中，较厚的液渣膜使上弯月面

底部附近的正压力更小，且作用时间更短，减轻了铸坯表面振痕深度。 

 
图 12  连铸坯振痕形成机理 

 

图 12 和图 13 表明，振动结晶器弯月面区内各物理现象存在耦合共存现象，即渣道内同一时刻内正压

和负压同时存在，并在弯月面不同位置发挥各自作用，从而也使摩擦、渣耗和振痕形成等相互伴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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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波形的构建也应从解析耦合共存入手，并针对不同钢种和断面等需求设计与之对应的振动波形。目前，

根据对现有结果的研究已经开发出分别针对控制摩擦力、改善润滑和减轻振痕深度等波形，形成了振动波

形专利。图 14 为一种所开发振动波形位移和加速度曲线，由图可知针对常规板坯浇铸，连铸结晶器振动行

程（振幅）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且其振动加速度曲线连续，既可通过改造现有振动模式实现，又能够避免

不必要的冲击。 
 

 

图 13  振动过程液渣消耗机理 

 

 

图 14  结晶器振动位移和加速度曲线 

 

此外，将新型振动模式与凝固金属高温属性相结合，还能够评判结晶器振动过程中初凝坯壳应力状态。

图 15 为结合振动波形所计算弯月面处初凝坯壳所受应力及可能出现裂纹的区域，可预测初始裂纹形成位置

以及振动周期内形成时刻。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初凝坯壳分别在振动正滑脱和负滑脱内所受应力的极值

相差较大，这种受力不均会使初凝坯壳在受力较大一侧产生裂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不利于坯壳均匀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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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振动过程初凝坯壳弯曲应力 

 

通过优化结晶器振动波形参数，能有效控制摩擦力。图 16 为结合新波形的弯月面附近初凝坯壳在振动

过程中所受摩擦力计算实例，周期性变化的渣道宽度直接影响初凝坯壳所受摩擦力，当初凝坯壳向结晶器

壁一侧的挠度变化超过渣道宽度时，就有可能突破渣膜，使润滑失效，初凝坯壳所受摩擦力由液态摩擦力

转为固态摩擦力。在振动正滑脱时期内，摩擦力阻碍坯壳下行，由于此时渣道正压将坯壳推离结晶器壁面，

渣道宽度增大，润滑较好，沿拉坯方向液态摩擦力呈先减小后增大趋势，最大上振速度时摩擦力仅 45.4 Pa。

当振动速度为 0，连铸坯在拉坯作用下向下运动，仍有相对速度，但相对速度逐渐减小，摩擦力也在逐渐

减小。当结晶器于 c 时刻时，结晶器振速与拉坯速度相等，两者之间的相对运动速度为 0，处于相对静止

的状态，初凝坯壳所受摩擦力较小，几乎为 0。振动进入负滑脱阶段后，在渣道负压的作用下，初凝坯壳

向结晶器壁一侧靠拢，渣道宽度减小，液态摩擦力增加。d 时刻，弯月面下 10.23-23.43 mm 处，摩擦力急

剧上升，这是由于初凝坯壳形变大而贴向结晶器壁一侧，液态摩擦力转为固态摩擦力所致。随着结晶器下

振速度增加，固态摩擦力持续增加，且初凝坯壳所受固态摩擦力的区间也在扩大，在弯月面下 19.93 mm 处，

最大的固态摩擦力达到 3.12kPa。图 16 中最大摩擦力可通过建立振动参数与拉速间匹配关系得到控制，如

图 17 分别为拉速与振幅对摩擦力影响结果。 

 

图 16  振动过程初凝坯壳表面摩擦力 

 

 

图 17  振幅和拉速对最大摩擦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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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结晶器弯月面的初始凝固涉及到结晶器冷却铜壁与坯壳间的凝固、传热、受力和润滑等多物理现

象，结晶器振动对连铸坯初始质量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合理的振动模式和优化振动参数是改善结晶器

弯月面界面状态、提升连铸坯初始质量的关键，应是实现高效连铸的重要内容之一。 

2.2 精准二冷控制技术 

连铸坯从结晶器进入二冷区时，坯壳还很薄，需要继续实施喷淋（气雾）冷却来实现持续的凝固。铸

坯中心的热量是通过坯壳传导铸坯表面的，当喷雾水滴打到铸坯表面时就会带走一定的热量，而铸坯表面

温度会突然降低，使中心与表面形成很大的温度梯度，而这就成了铸坯冷却的动力。在设备和工艺条件一

定时，铸坯辐射传热和支撑辊的传热基本变化不大，而喷淋水的传热占主导地位。在连铸生产中，二冷区

不仅直接影响着生产的效率，而且对连铸坯的表面和内部质量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实践证明，二冷区

的水冷却强度偏高或偏低都会产生铸坯缺陷，如内部裂纹、表面裂纹、鼓肚、菱变、中心偏析等，冷却不

均匀则会产生三角区裂纹。因此，如何提高二冷区的冷却效率，对连铸机二冷段水量进行合理分配和动态

控制是实现其高效化的重要内容。 

连铸的二冷区通常由多个冷却区组成，且各冷却区的目标温度不同，所控制的水量也不同，而且生产

过程常存在许多高度非线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目前实现二冷水动态控制大体有两大类方法，一

是基于实测铸坯表面温度的动态控制，二是基于模型的动态控制。实测方法由于二冷区温度高气雾大、铸

坯表面有冷却水形成的水膜和氧化铁皮等影响了测量的准确性；使用数值计算方法模拟连铸生产过程铸坯

传热行为，从而获得各种变量的连续分布信息，但考虑生产因素较多时，受计算机条件限制，基于传热模

型的方法计算量大，实时性难以保证。 

拉速关联配水法首先确定水量与拉速的函数关系，当拉速变化时，计算水量的对应量，并通过输入编

程逻辑控制器(PLC)实现水量的调整。由于其实现简单方便，目前国内外许多钢铁企业均采用此种控制方式。

该方法根据瞬时拉速计算水量，因此导致当拉速急剧变化时，冷却水量的突变，从而将引起铸坯表面温度

的大幅波动，恶化铸坯凝固质量[9]。 

基于有效拉速的动态二冷控制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将铸坯离散为多个切片，根据切片的位置与生存时间

确定平均拉速，再根据拉速与冷却水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确定配水，从而避免拉速波动造成水量的剧烈变

化[10]。 

基于温差的动态二冷控制模型的原理是采用一定控制算法(如 PID)调整二冷各回路的冷却水量，使铸坯

实际表面温度与目标表面温度接近或一致[9]。该方法直接将铸坯温度作为控制参量，在非稳态情况下依然

能维持铸坯表面温度的相对稳定。该方法的典型代表是芬兰 Rautaruukki 的 DYNCOOL 模型、VAI 的

DYNACS 与 CISDI 的 CCPS-ONLINE 系统[11-13]。张家泉等建立了连铸板坯二冷三维热/力耦合有限元模型，

同时也开发了大方坯动态二冷与轻压下控制系统，该方法也可基于铸坯表面实测温度与目标温度之差[14]。 

考虑到连铸过程的复杂性，精确反应铸坯温度变化的数学模型不易直接建立，采用以神经网络与模糊

控制为代表的智能化方法，直接建立水量与拉速、过热度等连铸工艺参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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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二冷智能控冷模型

[15] 

 

图 18 为根据板坯连铸各段冷却条件，采用分段控制跟踪铸坯，智能控制模型结构。在该二冷智能控冷

模型中，铸机实时运行情况可通过动态数据库保存，然后通过 BP 神经网络，利用各段某一时刻的二冷水

温度、水量、拉速等预测对应冷却区下一时刻的平均温度与出口温度，从而完成各段平均温度与出口温度

的预测；在此基础上，通过采用模糊神经网络由各冷却区后一时刻拉速变化、计算温度与目标温度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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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该预测对应时刻各冷却区的水量调整量。该二冷水量预测模块包括传热模型和 BP 神经网络两部分。

BP 神经网络训练所需要的样本由传热模型同步计算产生。模糊神经网络训练所需要的样本由传热模型结合

实际水量的调整产生。 

在统筹考虑整体目标、冶金冷却准则和工艺条件约束的前提下，可以着手进行配水优化方案的制定与

选择。但应该注意目标、准则与约束之间，有时是不能兼顾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在实际优化工作中，

冷却强度的确定一般都是根据主要目标进行综合优化的过程。有时候，在各种矛盾着的要求之间制定的折

衷方案也能导致综合性的“优化”。 
 

       

(a)                                          (b) 

图 19  铸坯角部强喷淋冷却装置  (a)示意图，(b)现场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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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不同控冷工艺下铸坯角部温度演变 

二冷的精准控制对于表面裂纹敏感的钢种连铸也尤为重要。理论与实践研究均表明，铸坯表面裂纹产

生与其表层组织晶粒尺寸息息相关，通过调整铸坯表层组织结构，可控制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产生
[16-18]。近年，东北大学与国内多家企业合作开发实施了连铸二冷高温区铸坯角部组织双相变晶粒细化控冷

技术，通过在结晶器窄面足辊下方增加针对铸坯角部强喷淋冷却的喷嘴布置（如图 19 所示），可使铸坯角

部温度下降至约 600℃，而后减少立弯段中下部 3 区与 4 区冷却水量，可使铸坯角部温度回升至 900℃以上，

如图 20 所示，从而满足铸坯角部多相变温度控制条件，即在足辊与立弯段中上部通过强喷淋冷却迫使铸坯

角部组织快速降温铁素体化，而后降低立弯段中下部冷却强度，利用薄坯壳快速传热特点快速回温奥氏体

化。现场实际应用结果表明，铸坯角部距表面 0~20mm 范围内的组织均可由传统工艺下“奥氏体+先共析铁

素体膜”结构转变成“铁素体+珠光体”结构，且晶粒细化至≤20μm（如图 21 所示），铸坯抗裂纹能力大

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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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新工艺下 Q345B-Nb 钢连铸坯角部组织晶粒形貌 

(a)皮下 5mm，(b)皮下 10mm，(c)皮下 15mm，(d)皮下 20mm 

虽然上述连铸坯凝固过程双相变二冷区控制的工艺窗口比较窄，但有二冷智能控冷模型的配合就不难

实现。因此，二冷精准控制在高拉速、多钢种连铸生产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实现热装热送、半无

头轧制和无头轧制的基础和前提保障。 

2.3 连铸坯凝固末端动态压下技术 

连铸过程铸坯形成的偏析与疏松等凝固缺陷，目前普遍采用凝固末端轻压下(Soft Reduction, SR)技术以

改善之。但随着质量和产品的要求不断增加，常规的 SR 变形量（板坯≤3%，方坯≤5%）所能达到的冶金

效果已不能满足要求，增加连铸坯凝固末端变形量将成为解决问题行之有效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连铸

坯凝固结束前后在其表面至心部形成了天然的温度梯度(≥500℃)，若在此时对其进行大变形量压下(重压

下)，压下量向心部的渗透效率远高于粗轧过程(粗轧过程铸坯为均温坯)，从而达到焊合凝固缩孔，细化心

部奥氏体晶粒的工艺效果。凝固末端重压下技术（Heavy Reduction, HR）是基于凝固末端轻压下技术，是

适用于大断面连铸坯的下一代连铸新技术，可以根除连铸坯的中心偏析与疏松缺陷，全面提高致密度，突

破轧制压缩比的严格限定，替代超厚板坯连铸、真空复合焊接轧制、模铸等工艺流程，实现低轧制压缩比

条件下厚板与大规格型材的生产。 

日本川崎制铁和新日铁分别通过在凝固末端安装一对砧板或一对类似粗轧机的凸型辊来实施大方坯的

重压下[19,20]。日本住友金属通过在凝固末端安装一对轧辊，即 PCCS（Porosity Control of Casting Slab）技

术，实现板坯的大压下量[21]，韩国浦项通过两个扇形段完成凝固末端压下量的实施，其中后一个扇形段可

实现 5-20mm/m 的压下，即 PosHARP（POSCO Heavy Strand Reduction Process）技术[22]。上述技术虽然压

下方式，压下位置，具体压下量不尽相同，但其根本均是通过增加压下量促使两相区变形挤压排出溶质偏

析钢液，焊合凝固缩孔，提高铸坯致密度。然而，随着压下量的倍增，铸坯变形、传热、溶质偏析等行为

均与传统连铸工艺迥异，现有的轻压下工艺理论、研究经验与装备技术已难以指导生产实际，目前只能依

靠反复的工业试验进行不断的优化和调试。与此同时，工业实践中也已暴露出铸坯表面纵裂纹与中间裂纹

频发、产品质量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技术的最终实施效果与可靠性。 

最近，东北大学与国内设计院所及企业合作，结合宽厚板、大方坯连铸生产的具体特点，以精准压下、

高效压下、有效压下、安全压下的理念，从理论研究、装备设计、工艺开发、控制技术集成等方面开发形

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连铸坯凝固末端重压下技术，分别在攀钢与唐钢成功实现了大方坯连铸机与宽厚

板连铸机的重压下装备、工艺、控制系统的全面应用。攀钢在国内率先通过了大方坯连铸流程生产车轴钢

的产品认证，保障了新一代重载钢轨钢的成功研发，通过 75kg/m 重载钢轨产品认证，并在朔黄货运专线成

功铺设（通货总重已近 5 亿吨）；唐钢用 280mm 厚连铸坯大批量稳定轧制 150mm 厚满足三级探伤要求的高

层建筑用厚板，形成了低压缩比生产高性能厚板产品的新流程。 

2.3.1 连铸坯凝固末端重压下关键装备 

凝固末端重压下的实施需要更强力的机械、液压与驱动系统，在实践过程中，根据理论研究与工程实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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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研制了针对宽厚板连铸坯的 ECS 扇形段（Enhancing Compacted Segment，增强型紧凑扇形段），

其压下力较常规扇形段提升 4 倍以上，拉矫力提升 2.5 倍以上，且配备了液压、位移双控系统，实现了宽

厚板坯凝固末端单段压下量≥16.5mm，多段压下量≥40mm，保障了压下工艺的稳定实施，见图 22。针对大

方坯连铸机，通过数值模拟与工程经验相结合，研发了拉矫机渐变曲率凸型辊 CSC-Roll（Curving Surface 

Convex-Roll，如图 23 所示），解决了传统凸型辊“辊—坯”接触应力过大、应变集中所导致的辊面脱焊、寿命

受限等难题，实现了单辊压下≥15mm，多辊压下≥30mm的突破，铸坯中间区域单辊压下量提升 2.5 倍以上，全

面保障了重压下工艺的稳定、连续实施。 

 

图 22  ECS 扇形段                 图 23  渐变曲率凸型辊 CSC-Roll及铸坯 

2.3.2 连铸坯凝固末端重压下工艺技术 

表 1  大断面连铸坯凝固末端重压下新工艺的关键技术 

关键工艺技术 技术内容 

非均匀凝固前沿压下工艺[23] 
针对铸坯宽向两侧中心偏析严重的难题，开发形成了宽厚板

连铸坯非均匀凝固前沿压下工艺。 

两阶段连续重压下工艺[24] 
通过凝固终点前、后两阶段的连续重压下实施，实现中心偏

析与疏松的同步改善。 

“单点+连续”重压下工艺[25] 
利用单点压下提高铸坯心部应变速率，焊合缩孔；利用连续

压下补偿内外铸坯收缩不同导致的疏松。 

高效挤压控制技术[26] 
通过非均衡扭矩控制，降低压下量的延展耗散，使铸坯处于

挤压变形状态，显著提升压下量向铸坯心部传递效率。 

基于加权平均法的铸机基础辊缝制度[27] 
全面考虑铸坯宽向热收缩非均匀分布的特点，有效降低了其

鼓肚变形缺陷的形成，改善铸坯偏析与裂纹缺陷。 

基于压力反馈的凝固末端检测技术[28] 
根据压下缸压力-压下量实时数据，结合考虑溶质非均匀分布

的热跟踪计算，准确定位凝固末端位置、形貌。 

重压下过程智能控制系统 
确保重压下的稳定、高效实施，具有基于轧材回溯质量数据

的工艺优化功能，大幅降低设备损耗，提高成材率。 

结合宽厚板坯、大方坯连铸生产实际，研发形成了一系列与装备相匹配的宽厚板坯DSHR技术（Dynamic 

Sequential Heavy Reduction 动态连续重压下）和大方坯 SEDHR 技术（Solidification End Dynamic Heavy 

Reduction，凝固末端动态重压下），主要包括：实现中心偏析与疏松同步改善的两阶段连续重压下工艺；基

于溶质偏析分布与“压力-压下量”在线校验的凝固末端在线定位技术；提升压下量向心部渗透的高效挤压变

形控制技术；提升铸坯心部应变速率并抑制反弹的“单点+连续”重压下工艺等。具体的技术与工艺目的见下

表 1： 

2.3.3 连铸重压下生产线 

攀钢 2#大方坯连铸机是始建于 2006 年的四机四流大方坯连铸机，其断面尺寸 360mm×450mm，2014

年新增 320mm×410mm 断面，以满足大规格车轴钢与百米重轨的生产要求。设备改造过程，增加了拉坯能

力与压力反馈控制功能，以满足重压下投用要求。技术全面应用后，生产的连铸大方坯中心偏析 0.5 级比

例达到 96.65%，中心疏松 0.5 级比例达到 100%；铸坯纵剖中心疏松区域宽度由原来 95.5mm 降至 55.3mm；

铸坯中心真密度较原来提升了 0.86%，对应轧材中心区域致密度提升了 12.05%；车轴钢端头探伤报警率由

原来的 21%降至 9.7%；大规格合金结构钢探伤合格率由原来的 70%提高到 100%；实现轧制压缩比 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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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42CrMo、45M 等结构钢、车轴方钢、氧气瓶钢等大规格型棒材产品的生产。与此同时，优良的母

坯也全面保障了攀钢新一代重载钢轨钢的成功研发，生产的 75kg/m 重载钢轨已在朔黄货运专线成功铺设。 

唐钢中厚板公司 2#宽厚板连铸机最大冷坯断面尺寸 2100mm×280mm，主要用于生产高强结构钢等厚

板产品。升级改造时，在水平区配备了 ECS 增强型紧凑扇形段，也是国内第一条具备重压下功能的宽厚板

坯连铸生产线。目前，目前已经实现了凝固末端单个扇形段压下≥18mm，多段压下≥40mm 的工业实践。对

铸坯中心偏析最严重的宽向 1/4-1/8 区域进行低倍取样，如图 24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压下量的增加，铸坯

中心偏析缺陷改善愈发明显，当单段压下量达到 11.5mm 时中心偏析基本消失。图 25 给出了工艺调试期中

心偏析与压下量的对应关系，随着压下量的增加，中心偏析 C 级 0.5 级比例逐步上升；图 26 给出了不同控

制模型下中心偏析评级结果，其中过程控制系统投用后，中心偏析 C级率达到 93%。 

 

 

图 24  不同压下量下的铸坯低倍质量对比 

 

0-5 5-10 10-15 15-20 20-25 25-30 30-35 35-4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样本数21

样本数51 样本数9

样本数9

样本数12

样本数10

样本数15

样本数8

样本数9

百
分

数
(%

)

压下量(mm)

中心偏析评级

 B0.5

 B1.0

 C0.5

 C1.0

 

图 25  压下量与低倍评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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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不同控制模型下的低倍评级 

 

采用真密度测试分析仪对铸坯不同位置的绝对密度进行了测定，如图 27 所示，分别在铸坯宽向 1/2 区

域、1/4 区域与边部区域进行取样，测定各区域每个厚度上 3 个相邻位置的平均值以保证检测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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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连铸坯真密度取样分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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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Q345GJ 钢真密度检测结果 

 

测定分析了高层建筑用钢 Q345GJ 两种压下工艺条件下的真密度。由图 28 可以看出，两种压下工艺下，

铸坯中心区域真密度均小于两侧区域，且铸坯边部真密度明显高于铸坯宽向 1/2 与 1/4 位置；重压下实施后

铸坯真密度得到整体提升，其中铸坯中心位置真密度提升 0.148%。 

如图 29 所示，采用原位分析法测定了铸坯的致密度。图 30 可以看出，重压下工艺对铸坯内外弧致密

度作用不明显，但显著改善了铸坯中心区域致密度，与轻压下相比铸坯中心区域致密度提升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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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原位分析取样位置 

 

 

图 30  Q345GJ 钢原位分析检测结果 

 

表 2 给出了成品厚板的各项性能检测结果。采用重压下工艺后轧材性能均得到有效提升，其中探伤合

格率与 Z 向性能改善尤为明显，表明重压下实施后已形成了稳定的低轧制压缩比生产厚板产品新途径。 

表 2  厚板产品性能指标对比 

钢种 规格 工艺 Z 向性能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延伸率 0℃冲击平均值 探伤合格率 

Q460GJ 
120mm SR 35% 466MPa 602MPa 19% 175J 80% 

120mm HR 56% 480MPa 622MPa 20% 179J 100% 

Q345GJ 
150mm SR 27% 398MPa 565MPa 23% 152J 60% 

150mm HR 52% 400MPa 585MPa 24% 185J 100% 

Q390GJ 
150mm SR 20% 432MPa 602MPa 22% 172J 75% 

150mm HR 51% 439MPa 612MPa 24% 198J 99.5% 

Q390BZ35 
150mm SR 21% 421MPa 558MPa 22% 157J 50% 

150mm HR 48% 441MPa 568MPa 21% 190J 99.1% 

 

连铸重压下技术在提高连铸坯的均质度与致密度，实现高端产品的稳定高效生产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代表了连铸技术的发展方向。 

3 结语 
连铸的高效化是实现钢铁生产流程高效化的关键，高效连铸的内涵是高生产率和高质量，核心是高拉

速，目标是低成本和节能减排。连铸工艺与装备技术的开发应适应其高效化的发展要求和需求，特别是高

拉速条件下连铸生产过程面临铸坯的洁净度、裂纹、偏析及疏松等控制问题以及水口、结晶器铜板、铸辊

等关键部件的寿命问题，炼钢和连铸过程的颠覆性革新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实现高效连铸、

领跑世界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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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板连铸坯凝固末端重压下新工艺开发及其

应用 
祭程，朱苗勇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摘  要：连铸坯凝固末端重压下技术是改善铸坯中心疏松，提升铸坯致密度的有效手段。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在此

方面的探索研究与工程实践，介绍了东北大学自主开发的宽厚板连铸坯凝固末端重压下新工艺，包括关键工艺控制

技术与相应的重压下装备设计要求，以及在唐钢宽厚板坯连铸机的工业应用效果。 

关键词：连铸；重压下；宽厚板坯 

New Heavy Reductio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Wide 

Thick Slab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JI Cheng, ZHU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Corresponding author: JI Cheng, E-mail: 

jic@smm.neu.edu.cn) 

Abstract：Heavy reduc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center porosity of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In this paper, the explorat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results in heavy reduction area were presented, and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results in Tan Steel of self-developed heavy reduction b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was introduced. 

Key words：continuous casting; heavy reduction; wide-thick slab 

 

1  研究背景 

厚钢板产品广泛应用于海洋工程、能源电力、石油化工、机械制造、国防军工等领域的高端装备制造，

因此其质量与性能要求极为严苛，在力学性能达标的前提下，往往附带厚度方向抗层状撕裂性能(Z 向性能)、

抗裂纹扩展能力、抗中子辐射等各种要求。为了满足厚板产品严苛的要求，其生产过程的轧制压缩比不低

于 3:1，所以其母坯厚度往往需要 400mm 以上，通常只能采用模铸、真空复合焊接、超厚板坯立式连铸等

工艺流程制备，其大多存在金属收得率与生产效率低、吨钢能耗与设备投资维护成本高的局限性。然而，

随着铸坯断面的增加，其内部冷却条件明显恶化，凝固组织的柱状晶发达、等轴晶粗大，枝晶间富含溶质

偏析元素的残余钢液流动趋于平衡，导致铸坯偏析、疏松和缩孔缺陷愈加严重，这也是目前尚不能突破传

统轧制压缩比生产厚板产品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已经建成投产宽厚板坯连铸生产线 30 余条，大多能生

产 250mm 以上厚度连铸坯，若能突破轧制压缩比 3:1 的严格限定，实现普通宽厚板连铸坯直接轧制满足探

伤要求的特厚板产品，无疑会大大降低吨钢能耗，提高生产效率，并全面提升我国厚板产品生产能力与水

平。与此同时，随着铸坯致密度与均质度的提升，也免轧后缓冷等工艺流程制备中厚板（≤40mm）奠定了

优良基础，从而显著缩短中厚板制备流程，大幅降低其生产成本。 

高致密度与高均质度宽厚板连铸坯的制备是突破传统轧制压缩比 3:1 的严格限定、直接轧制特厚板产

品的前提与保障，也是实现免轧后缓冷等工艺流程生产中等规格厚板的关键所在。在粗轧过程中，由于铸

坯处于均温状态，越靠近心部变形越困难；而在连铸坯刚刚凝固后，由于铸坯表面与心部形成了天然的温

度梯度（高达 500℃以上），若在此时进行大变形量压下，显然压下量将向心部高效渗透，从而达到焊合凝

固缩孔、细化心部奥氏体晶粒的工艺效果。 

近年来，根据这一理念所提出的连铸坯重压下技术已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目前日本住友

金属（现新日铁住金）、韩国浦项已投产建成了两条具有重压下功能的板坯连铸生产线，其技术实施方案如

表 1 所示。日本住友金属提出了板坯缩孔控制技术(PCCS，Porosity Control of Casting Slab)
[1]，通过在凝固

末端安装一对轧辊，来实施大的压下量，目前采用 300mm 厚板坯试制成功 600MPa 级高强度 150mm 特厚

板，但因其安装位置固定，只能通过调整拉速以保证不同钢种、规格连铸坯的压下，且由于单点压下后反

弹较大，其无法改善后继铸坯内外冷却收缩不一致而导致的持续收缩。韩国浦项提出了浦项重压下工艺

(PosHARP，POSCO Heavy Strand Reduction Process)
[2]，即在连铸坯内两相区的起始位置进行了(5～20)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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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下，以强行中断铸坯内部的凝固进程，实现改善中心偏析缺陷的目的，目前已采用 300mm 厚板坯试制

成功 120mm 厚 SM490TMC 特厚板(相当于国内低合金结构钢 Q345)，然而由于压下位置大多位于弧形段，

极易导致中间裂纹与中心白亮带缺陷。 

表 1 具有重压下功能的宽厚板坯连铸生产线技术方案 

Tab. 1 Technical solutions of wide-thick slab continuous casting line with HR 

产线 技术方案示意图 技术原理与局限性/缺点 

日本

住友 

拉坯方向
PCCS

 

在铸坯凝固末端采用一对大轧辊实

施10mm的压下。其存在如下技术局

限： 

(1)安装位置固定，无法良好适应拉

速、钢种变化所引起的； 

(2)无法抑制压后反弹变形，降低了

工艺效果； 

(3)为避免表面裂纹产生，总压下量

较小。 

韩国

浦项 

拉坯方向

压下后凝固终点前移

PosHARP

 

采用扇形段方式在凝固起点开始连

续实施大压下量，通过强行终止凝

固进程而终止凝固缺陷。其存在如

下技术局限： 

(1)压下位置在弧形段，大变形量极

易在凝固前沿诱发中间裂纹； 

(2)铸坯强行凝固后形成明显的中间

白亮带，无法满足某些高端厚板产

品要求。 

中国

唐钢 

拉坯方向
SHR

 

在铸坯凝固末端与完全凝固后均进

行连续重压下，实现中心偏析与疏

松的同步改善；围绕稳定、高效、

准确压下的核心理念研发形成一系

列重压下关键工艺与控制技术，实

现高均质度、高致密度宽厚板连铸

坯的稳定制备。 

 

中冶东方提出了与 PCCS 相类似的液芯大压下轧制技术[3.4]，其通过在线监测铸坯厚度来动态调整辊缝，

实施单道次达 40%的压下量，令铸坯中心区域内的金属产生定向流动，改变内部组织结构的同时，达到改

善内部质量的目的。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了利用重压下过程改善偏析和缩孔的工艺(HRPISP)
[5.6]，并通过数值

模拟方法研究分析了压下量、压下模式、压下位置对内部缺陷与组织的改善效果。此外，轧钢领域的研究

者也提出了通过对铸坯表面喷淋冷却，人为形成温度梯度的差温轧制技术。目前上述技术仍多停留在试验

研究与理论研究阶段。 

如表 1 所示，针对宽厚板连铸坯凝固速率低、坯壳变形抗力大、宽向非均匀凝固趋势凸显的特点，东

北大学系统研究并揭示了重压下过程宽厚板连铸坯变形行为与应力应变分布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在凝固末

端与完全凝固后均实施重压下以实现均质度与致密度同步提升的 DSHR 技术（Dynamic Sequential Heavy 

Reduction，连续动态重压下）；并通过 ECS 扇形段（Enhanced Compact Segment, 增强型紧凑扇形段）的设

计研发，实现单位长度上压坯力较常规扇形段增加 4 倍，从根本上解决了无法对全凝坯实施连续、稳定大

变形压下的瓶颈难题。 

2  DSHR 关键技术 

以高效压下、稳定压下与安全压下的为工艺核心理念，自主研发应用了与装备相匹配的重压下关键工

艺与控制技术，如提升铸坯心部应变速率并抑制反弹的“单点+连续”重压下工艺，基于溶质偏析分布与“压

力-压下量”实时校验的凝固末端在线定位技术，有效抑制铸坯延展变形、提升压下量向心部渗透的高效挤

压变形控制技术，解决宽厚板连铸坯宽向两侧偏析疏松严重的非均匀凝固前沿压下工艺等。具体如表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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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断面连铸坯凝固末端重压下新工艺的关键技术 

Tab. 2 Key technologies of HR for large section 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 

关键工艺技术 技术内容 

非均匀凝固前沿压下工艺
[7]

 
针对铸坯宽向两侧中心偏析严重的难题，开发形成了宽厚板

连铸坯非均匀凝固前沿压下工艺。 

两阶段连续重压下工艺
[8]

 
通过凝固终点前、后两阶段的连续重压下实施，实现中心偏

析与疏松的同步改善。 

“单点+连续”重压下工艺
[9]

 
利用单点压下提高铸坯心部应变速率，焊合缩孔；利用连续

压下补偿内外铸坯收缩不同导致的疏松。 

高效挤压控制技术
[10]

 
通过非均衡扭矩控制，降低压下量的延展耗散，使铸坯处于

挤压变形状态，显著提升压下量向铸坯心部传递效率。 

基于加权平均法的铸机基础辊缝制度
[11]

 
全面考虑铸坯宽向热收缩非均匀分布的特点，有效降低了其

鼓肚变形缺陷的形成，改善铸坯偏析与裂纹缺陷。 

基于压力反馈的凝固末端检测技术
[12]

 
根据压下缸压力-压下量实时数据，结合考虑溶质非均匀分布

的热跟踪计算，准确定位凝固末端位置、形貌。 

 

3  ECS 扇形段 

目前，常规扇形段压下能力远不足以在对全凝坯实施大变形压下，而轧机模式的单辊压下又无法对全

凝坯实施连续稳定压下。如图 1 所示，设计开发了宽厚板连铸坯重压下核心装备—ECS 扇形段，突破了常

规扇形段压下能力不足的瓶颈难题，首次实现了铸坯完全凝固后的连续、稳定大变形实施，其在单位长度

上压坯力较普通扇形段提升 4 倍，实现了凝固末端单段压下 18mm，多段压下 40mm 的突破，在根本上保

障了压下工艺的稳定实施。 

   
(a)总览图                       (b)横截面                           (c)纵截面 

图 1 ECS 扇形段实物图 

Fig.1 Physical pictures of ECS sector section 

4  实施应用效果 

结合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 2#宽厚板坯连铸机升级改造需求，完成了整体装备、装备、工艺与控制技

术的全面投用，建成投产了国内第一条具有重压下功能的宽厚板坯连铸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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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压下量与低倍评级关系 图 3 不同压下模式下低倍评级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uction and macro 
structure 

Fig.3 Macro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reduction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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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原位分析取样位置 

Fig.4 The sampling position of original position analysis (OPA) 

 

图 2 给出了中心偏析与压下量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随着压下量的增加，中心偏析 C 级 0.5 级比例

逐步上升；图 3 给出了不同控制模型下中心偏析评级结果，可以看出过程控制系统投用后，中心偏析偏析

C 级率达到 92.9%。 

采用原位分析法测了不同工艺下的铸坯致密度，取样位置如图 4 所示。 

图 5 给出了不同工艺下 Q345 钢连铸坯致密度检测结果。可以看出，重压下工艺对铸坯内外弧致密度

改善效果不大，但中间区域提升明显。实施重压下后，铸坯致密度改善效果更加显著，与轻压下相比提升

14.52%。 

 

 
图 5 Q345 钢连铸坯致密度的原位分析检测结果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center porosity of Q345 wide-thick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by OPA 

 

表 3 给出了重压下实施前后成品厚板/特厚板的各项性能检测结果。采用重压下工艺后轧材性能均得到

有效提升，其中探伤合格率与 Z 向性能改善尤为明显，表明重压下实施后已形成了稳定的低轧制压缩比生

产厚板产品新途径。目前，上述产品已经批量应用于北京新机场、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开滦矿新区等工

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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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厚板产品性能指标对比 

Tab. 3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index of wide-thick slab products 

钢种 规格 工艺 Z 向性能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延伸率 0℃冲击平均值 探伤合格率 

Q460GJ 
120mm SR 35% 466MPa 602MPa 19% 175J 80% 

120mm HR 56% 480MPa 622MPa 20% 179J 100% 

Q345GJ 
150mm SR 27% 398MPa 565MPa 23% 152J 60% 

150mm HR 52% 400MPa 585MPa 24% 185J 100% 

Q390GJ 
150mm SR 20% 432MPa 602MPa 22% 172J 75% 

150mm HR 51% 439MPa 612MPa 24% 198J 99.5% 

Q390BZ35 
150mm SR 21% 421MPa 558MPa 22% 157J 50% 

150mm HR 48% 441MPa 568MPa 21% 190J 99.1% 

 

表 4 给出了轻压下工艺与重压下工艺下铸坯与轧材的各项指标对比，实现了采用 280mm 厚铸坯（重压

下实施前）生产满足三级探伤要求 150mm 厚板的稳定生产（轧制压缩比 1.87:1）。 
 

表 4 应用效果对比 

Tab. 4 Comparison of application results 

质量指标 检测方法 轻压下 重压下 

铸坯中心偏析≤C 类 1.0 级比例 低倍评级 15.8% 92.9% 

铸坯中心位置真密度 真密度测定 7.821g/cm3 7.834g/cm3 

铸坯中心区域致密度 原位分析 0.7689 0.8806 

最大满足三级探伤厚板轧制规格 探伤 80mm 150mm 

满足三级探伤厚板轧制压缩比 探伤 3.5:1 1.87:1 

轧后无需缓冷满足三级探伤板材厚度 探伤 16mm 40mm 

5  结论 

宽厚板坯连铸重压下技术充分利用了铸坯凝固末端及完全凝固后内外温差高达 500℃的特点，实现压

下量向铸坯心部的高效传递，从而充分焊合凝固缩孔，显著提升铸坯致密度。东北大学研发应用的 DSHR

技术与 ECS 扇形段实现了采用 280mm 厚铸坯（未压下前铸坯尺寸）大批量稳定制备 150mm 厚满足三级探

伤标准特厚板（轧制压缩比 1.87:1），形成了低压缩比生产高性能厚板产品的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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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控制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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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合金钢连铸生产频发角部裂纹缺陷是钢铁行业的共性技术难题。文章介绍了当前国内

外微合金钢连铸板坯角部裂纹主要控制技术的机理、特点及应用现状，并重点基于微合金产生机

理，介绍近年来新开发的基于内凸型曲面结晶器与铸坯二冷高温区角部晶粒超细化控冷工艺的微

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控制技术，并提出了未来微合金连铸坯表面质量控制发展方向。 

关键词：微合金钢；连铸；角部裂纹；析出；晶粒细化 

Research Status of Micro-alloyed Steel Slab Corner 

Transversal Crack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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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cro-alloyed steel slab occurring corner cracks is a common problems for continuous casting. 

In the present work, the mechanism,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trol technologies of micro-alloyed steel slab corner cracking were introduced. Based on theses, a new 

technology that based on ICS-Mold and slab corner grain refinement process at high temperature was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lab surface quality control for micro-alloyed steel 

continuous casting was proposed.  

Key-words: Micro-alloyed steel; Continuous casting; Corner crack; Precipitation; Grain refinement 

 

钢的微合金钢化技术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并快速发展于六七十年代。由于微合金钢具有高强、高韧、

易焊接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能源石化、交通运输、海洋工程等国民经济建设关键领域，是当前国内外钢铁

企业的重点产品。然而，在实际微合金钢生产过程，连铸坯表面裂纹敏感性显著增强，角部频发横裂纹缺

陷，致使其后续轧材产生严重的边部表面质量缺陷，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微合金钢连铸生产频发

铸坯角部裂纹缺陷已成为制约微合金钢高质和高效化生产亟待解决的共性技术难题。 

正是由于微合金钢连铸坯产生角部裂纹缺陷具有普遍性特点，针对该类型裂纹产生机理与影响因素、

以及控制技术的研究从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开始[1，2]，并分别基于钢的第三脆性温度区、铸坯表层组织控

制等裂纹控制原理，开发形成了一系列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控制技术。本文将较系统回顾目前国内外

主流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控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产生根本机理，重点

介绍基于新型内凸型曲面结晶器及铸坯二冷高温区角部晶粒超细化控冷相结合的裂纹控制新技术及其应

用。 

1 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特征 

图 1 为含 Nb 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的宏观与微观裂纹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该类型铸坯表面裂

纹主要集中在距离铸坯角部 0~30mm 宽窄面角部范围，且多产生于铸坯振痕波谷处并连续分布，常表现为

跨角裂纹，深度一般＜5mm，如图 1(a)所示。图 1(b)为图 1(a)所示的铸坯角部皮下 3mm 处的金相组织形貌。

从图中可以看出，该钢组织原奥氏体晶粒较粗大，约平均晶粒尺寸约为 1mm，且奥氏体晶界布有较发达的

先共析铁素体膜。铸坯角部裂纹主要穿过先共析铁素体膜开裂，并沿原奥氏体晶界延展。由于其该类型裂

纹具有较大深度，其进入加热炉加热后无法消除，因此对后续轧制钢板边部造成了较明显表面裂纹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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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宏观裂纹形貌(a)与微观组织形貌(b) 

Fig. 1 The morphologies of micro-alloyed steel slab corner crack (a) and the mircro-structure  

2 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产生机理 

微合金钢连铸坯凝固过程伴随着复杂的成分间的化学反应、凝固组织演变以及宏观热/力学行为变化等

复杂过程，且影响因素众多。国内外多数冶金工作者认为，造成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的主要原因是连

铸坯在凝固过程角部受二维传热影响，铸坯角部温度在弯曲和矫直过程落入第三脆性温度区，进而因塑性

不足而产生铸坯角部裂纹缺陷[3-8]。此外，部分研究者认为，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产的产生主要跟晶间

成分偏析或者与这类钢的振痕深度息息相关。Takeuchie 等[9]通过对含 Al、Nb、V 等钢连铸坯角部细小横裂

纹研究，认为铸坯表面振痕波谷在铸坯弯曲或矫直过程中形成细小裂纹是造成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横裂纹

的主因，并在铸流内弯曲与矫直过程发展为大型横裂纹缺陷。Harada 等[10，11]则认为铸坯表面振痕处晶界偏

析降低铸坯晶界强度，铸坯在弯曲及矫直过程应力超过其晶界强度是造成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横裂纹原因。

Jana 等[12]则认为铸坯表层组织晶界成分偏析并形成微孔，微孔在应力作用下收缩而引发铸坯角部横裂纹缺

陷。Mintz 等[7]通过对含 Al、Nb、V、Ti 等对钢高温热塑性演变规律研究，认为钢中的 N 元素易与对应合

金元素结合形成碳氮化物，并在奥氏体等晶界析出是降低微合金钢高温热塑性的主要原因。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近年来受钢铁市场形势低迷以及先进检测仪器相继投入使用的推动，对微合金钢

连铸坯角横裂纹产生机理的研究更加深入[13-15]。Lee 等[16]及文光华等[17]较系统研究了含 Nb 等微合金钢在

高温区不同冷却速度下的微合金碳氮化物析出行为，认为微合金碳氮化物沿铸坯表层组织晶界呈链状析出

是造成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的重要原因。同时，已有研究也表明[18，19]，铸坯在铸流内冷却过程，当钢

组织温度下降到 Ar3 温度以下，其奥氏体晶界将生成膜状先共析铁素体，进而打破奥氏体组织分布的连续

性。由于铁素体的强度较低，铸坯在弯曲和矫直过程，铸坯表层的拉应力易在原奥氏体晶界集中，进而产

生沿晶开裂，形成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缺陷。 

近年来，随着针对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成因研究的系统深入，对其产生机理现已较为明确：在现

有连铸工艺条件下，连铸坯在凝固过程中，钢中的微合金元素极易与 C，N 等元素结合形成碳化物、氮化

物或碳氮化物，并在奥氏体晶界大量析出；与此同时，受晶界析出物析出行为与连铸过程传统冷却模式共

同作用，膜状或网状先共析铁素体膜在奥氏体晶界加剧形成，打破了铸坯表层奥氏体组织分布的连续性。

受该二因素共同作用，连铸坯表层组织的塑性与强度大幅弱化，当连铸坯进入弯曲与矫直段时，在弯曲或

矫直应力作用下极易在铸坯角部组织晶界因应力集中而引发角横裂纹。 

3 传统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控制方法 

由于连铸生产微合金钢过程铸坯角部频发裂纹缺陷为行业的共性技术难题。为了最大程度控制其发生，

国内外冶金工作者及企业，基于对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产生机理的不同认识，开发出了以下几类典型

裂纹控制技术。 

3.1 铸坯角部高/低温控制技术 

钢在高温凝固过程存在 3 类典型的脆性温度区[]。对于铸坯角部而言，受其二维传热及铸流冷却配水模

式影响，其在弯曲和矫直过程主要容易落入第三脆性温度区。若能使铸坯角部在弯曲或过矫直过程精准控

制其温度，确保其在该过程高温或低温避开钢的低塑性温度区，则有望大幅降低或者控制该类钢的角部裂

纹的产生。 

基于该裂纹控制思想，国内外钢铁企业及冶金工作者开展了大量该控制方法研究及实践[]。其基本做法

一般为：利用 Gleeble 热模拟机等检测对应微合金钢于不同控冷条件下在 600~1000℃温度区内的断面收缩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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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进而获得该钢在该温度区内不同温度下的断面收缩率分布曲线。在此基础上，选择某一断面收缩率作

为控温标准（常见为 40%或者 60%）[20]，在实际连铸生产过程，基此选择相应的配水条件及控冷模式，确

保铸坯角部在弯曲或矫直过程温度高于或者低于该脆性温度区高/低端温度，从而实现铸坯角部高塑性生

产。 

在实际微合金钢连铸生产过程中，采用高温控冷路线连铸生产工艺最为普遍。然而，受限于板坯连铸

生产过程拉速较低且铸坯角部为二维传热的特点，铸坯在铸流内停留时间较长，铸坯角部即使采用幅切及

超弱冷配水等控冷措施，其在矫直区的温度仍难＞870℃。对于部分第三脆性温度区较宽的微合金钢种而言，

该铸坯角部温度仍无法满足其高塑性过矫直要求。与此同时，在实际钢连铸生产过程中，受限于现场生产

节奏及事故，连铸过程频繁出现拉速波动。在低拉速条件下，铸坯角部的塑性更低。这也就造成了目前多

数钢铁企业采用铸坯角部高温控冷工艺连铸生产微合金钢铸坯角部裂纹虽有一定程度降低，但是生产不稳

定，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原因。 

而目前采用低温控冷工艺连铸生产微合金钢的企业较少。其主要受限于传统思维观念，认为强冷却易

导致铸坯热应力较大，从而引发铸坯其它裂纹缺陷。且国内首钢等企业采用低温控冷工艺生产含 Nb 类钢

过程，铸坯角部裂纹也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  

3.2 大倒角结晶器技术 

正是由于在实际连铸生产过程，铸坯角部在矫直等区的温度无法高效提升至有效避开第三脆性温度区

的温度，首钢、钢铁研究总院等基于铸坯角部传热特点，开发出了大倒角结晶器技术[21-23]。其基本出发点

为，通过设计结晶器窄面铜板倒角结构，使铸坯角部在初凝过程中由传统的直角结构转变成 8 个钝角结构

（如图 2 所示），从而大幅降低传统铸坯角部的二维凝固传热效应，实现铸坯角部温度大幅提升，以满足铸

坯高塑性过矫直的目的。 

 

图 2 大倒角结晶器形貌 (a)窄面铜板，(b) 结晶器 

Fig. 2 The morphology of chamfer mold  (a) mold narrow face copper plate, (b) chamfer mold 

目前，大倒角结晶器技术已在国内十余家钢铁企业推广应用，大幅降低了钢铁企业微合金钢连铸生产

过程铸坯角部裂纹产生。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由于倒角面等处的锥度补偿设计等原因，常发生铸坯倒

角面大型纵裂纹缺陷，甚至漏钢事故。此外，在生产部分微合金钢过程，该技术也无法完全消除铸坯角部

裂纹缺陷[21，23]。 

3.3 铸坯表层组织控制（SSC）技术 

SSC（Surface Structure Control）技术由日本住友金属开发，其控制机理为：通过快速冷却控制连铸坯

出结晶器后至矫直区前的连铸坯表层温度，使角部等表层原奥氏体组织内的微合金元素因快速凝固而无法

迁移至晶界而被固溶至基体内，并形成析出物均匀弥散化析出。同时，由于其可将奥氏体组织通过强冷却

控制至铁素体，其在回温阶段，奥氏体组织可以以铁素体组织为形核，从而打破原奥氏体晶粒结构，进而

抑制原奥氏体晶界膜状先共析铁素体，从而达到改善铸坯角部组织塑性以减少铸坯角部裂纹产生的目的，

其二冷控冷工艺如图 3 所示[24，25]。目前，该工艺处于保密阶段，仅在日本鹿岛钢铁等少数企业应用。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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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SC 技术控温曲线 

Fig. 3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SSC 

然而，在实际钢凝固过程，微合金等元素的微观偏析或迁移，在其凝固过程即伴随产生。而在实际连

铸过程，铸坯出结晶器后的角部温度已下降至 900℃左右，钢的凝固已经完成。即 Nb、B 等微合金元素在

凝固过程的微观偏析已完成。同时，含 Ti、Nb、B 等元素的碳氮化物在该温度下也已大幅析出（TiN 的析

出温度在 1300℃以上，Nb(C, N)、BN 等也约于 1100℃下开始析出），采用该工艺条件，对于析出温度区较

高的微合金钢种，其控制效果也有待考证。此外，采用该工艺生产微合金钢，由于其控温窗口较窄，若冷

却控制不当，还会加剧铸坯裂纹敏感性[24]。 

4 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控制新方法 

由上文可知，造成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的根本原因是铸坯凝固过程的二相粒子沿晶界析出引发晶

界脆化和奥氏体晶界生成先共析铁素体膜致使晶界强度弱化。要从根本上控制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产

生关键是使铸坯表层生成强抗裂纹能力的组织，即从微合金钢连铸坯角横裂纹产生的内因出发，通过开发

有效的连铸坯凝固与控冷工艺，消除传统微合金钢连铸过程中铸坯角部表层组织晶界链状碳氮化物和膜状

或网状先共析铁素体膜析出。 

为此，根据微合金钢连铸过程铸流温度场演变及微合金碳氮化物析出温度区特点，东北大学朱苗勇团

队开发形成了基于新型内凸型曲面结晶器与铸坯二冷角部高温区多相变晶粒超细化控冷相结合的裂纹控制

新技术。 

4.1 新型内凸型曲面结晶器技术 

为了详细揭示微合金钢连铸坯在铸流内的凝固特点，该团队系统模拟研究了连铸坯在结晶器内的凝固

热/力学行为，并定量化获得了传统板坯结晶器内坯壳角部及其附近区域的温度（及冷却速度）、气隙以及

保护渣膜厚度分布。通过研究发现，在传统结晶器内，坯壳凝固至结晶器弯月面以下 200mm 时，铸坯角部

温度降至约 1120℃，且平均冷却速度下降至≤3.5℃/s（如图 4 所示）。在该温度下，含 Nb、B 等微合金元

素碳氮化物开始析出，缓慢传热使得坯壳角部组织的微合金碳氮化物无法快速析出而迁移至晶界集中析出。

与此同时，铸坯角部原奥氏体组织在该温度下亦处于快速长大温度，结晶器缓慢传热将使得原奥氏体晶粒

快速长大，大幅增加铸坯角部组织的裂纹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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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传统板坯结晶器内坯壳角部温度及冷却速度分布 (a)温度，(b)冷却速度 

Fig. 4 The temperature (a) and cooling rate (b) distribution of shell corner in traditional mold 

根据传统板坯结晶器内坯壳的该凝固传热及收缩特点，团队创新开发出了可有效细小并均匀化坯壳角

部及其附近区域气隙及保护渣膜分布、加速结晶器角部传热的新型内凸型曲面结晶器。如图 5 所示。通过

该结晶器，可大幅提高坯壳角部传热，确保铸坯在结晶器内凝固全程冷却速度＞10℃/s，如图 6 所示。从

而实现微合金碳氮化物在结晶器内凝固过程弥散化析出，并初凝细化原奥氏体晶粒，提高角部组织抗裂纹

能力。 

 

图 5 内凸型曲面结晶器示意图及现场实物图 

Fig. 5 The schematic diagram (a) and the physical map of ICS m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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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ICS 结晶器与传统结晶器坯壳角部冷却速率 

Fig. 6 The comparisom of the cooling rate of shell corner in ICS-Mold and traditional mold 

4.2 铸坯高温区角部晶粒超细化控冷新工艺 

微合金钢连铸坯凝固过程角部原奥氏体晶界生成先共析铁素体膜是造成其连铸坯角部裂纹的另一重要

因素。超细化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组织晶粒是有效解决该难题方法。然而，在连铸生产过程，由于铸坯缺

乏大变形轧制过程，铸态组织晶粒超细化仅可依靠相变晶粒细化手段实现。而目前传统连铸坯控冷结构及

工艺下，尚无法实现铸坯在高温区快速铁素体化过程。为此，团队基于微合金钢连铸坯凝固及铸流喷淋结

构特点，开发了专门针对铸坯高温区角部局部强冷却的喷淋装置，如图 7 所示。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如图

8 所示的控冷新工艺。实现了铸坯角部皮下 20mm 范围内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奥氏体+铁素体膜”低塑性

结构转变成“铁素体+珠光体”高塑性均匀分布结构，并将铁素体晶粒由传统的约 150μm 超细化至≤20μ

m，如图 9 所示。实现了铸坯角部组织自身高塑性过矫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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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铸坯角部强喷淋冷却装置  (a)示意图，(b)现场装配图 

Fig. 7 Enhanced cooling facility for slab corners  (a) Schematic diagram, (b) Practicality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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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铸坯角部温度演变 

Fig. 8 The evolution of shell corner temperature 

  

图 9 传统工艺与新工艺条件下铸坯皮下 5mm 金相组织形貌 

Fig. 9 The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of slab corner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raditional peocess (a) and new process 

(b) 

上述裂纹控制新技术已成功推广至国内唐钢、舞钢、邯钢、鞍钢、梅钢、河北敬业钢铁等 8 家板坯生

产企业 14 条生产线，部分产线已取得裂纹控制率≤0.1%先进水平，且有望进一步在国内外钢铁企业大面积

推广应用。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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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微合金钢连铸坯产生角部裂纹是钢铁企业的共性技术难题，亟待解决。本文回顾了国内外主流微合金

钢连铸坯角部裂纹控制方法，并重点介绍了基于内凸型曲面结晶器与铸坯二冷高温区角部晶粒超细化控冷

新裂纹控制技术，是一种较为有效消除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缺陷的裂纹控制新方法。 

由于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铸坯角部组织因组织演变和析出行为控制不当造成的

自身抗裂纹能力弱化，为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微合金钢连铸坯等表面质量问题，关键需从该二方面入手，

通过开发适当的控冷工艺，确保铸坯表层组织高塑化。而随着对微合金钢连铸过程凝固行为研究的不断深

入和我国连铸技术的不断发展，立足于微合金钢高温凝固过程，通过控制其组织生长行为及析出物析出行

为，将成为从根本上消除微合金钢连铸坯表面裂纹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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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元胞自动机模型的 Fe-C 合金枝晶生长 
孟祥宁，王鑫，朱苗勇 

（东北大学 材料与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在二元合金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改进界面胞对周围液相胞的捕获方式，建立了二元合金改进元胞自动机

模型，为验证模型的准确性，自由枝晶生长与经典 LGK 模型相对比。结果表明，该模型计算出的自由枝晶尖端生长速度与

LGK 模型相吻合。并且揭示出过冷度、择优方向对单个等轴晶和柱状晶的生长规律以及柱状晶一次枝晶臂和二次枝晶臂间之

间的溶质微观偏析规律。 

关键词：改进元胞自动机；捕获方式；择优方向；微观偏析 

Dendrite growth of Fe-C alloy based on modified cellular automaton model 

MENG Xiang-Ning, WANG Xin, ZHU Miao Yong 
(School of Materials &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MENG Xiang-Ning, 

E-mail: mengxn@smm.neu.edu.cn) 

Abstract：An modified cellular automaton model of binary alloy was established by improving the method of 

interface cell captures the surrounding liquid cells based on binary alloy cellular automaton model.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modified model, the free dendrite growth is compared with the classical LGK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rate of the free dendrite tip calculated by this modified model coincides with that of the LGK 

model. The growth law of undercooling, preferred orientation to single equiaxed crystal and columnar crystal, and 

the law of solute segregation between primary dendrite arm and two dendrite arm are revealed. 

Key words：modified cellular automaton model; capture method; preferred orientation; micro segregation 

 

微观枝晶生长决定着合金内部的微观偏析及组织形貌演变，进而控制合金最终力学性能[1]。通过建立

枝晶演变模型揭示其生长规律，对改善合金质量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2]。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前人提出多

种数学物理模型来描述枝晶生长过程，而元胞法模型由于能展示枝晶的演变过程及物理意义较明确从而被

广泛应用[3]。1993 年 Rappaz 和 Gandin
[4]等人首次将元胞自动机法应用于合金凝固组织的模拟中，但此法无

法揭示单个枝晶生长过程；Stefanescu
[5,6]等人对枝晶生长的速度公式进行改进，此模型不仅可以精确的模拟

出二次、三次枝晶的分支现象、枝晶臂的竞相生长问题，而且具有一定的物理基础。2001 年东南大学朱鸣

芳和韩国 Hong
[7]提出改进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此模型在考虑溶质再分配和曲率对枝晶生长过程的影响上模

拟出枝晶演变规律。柳百城、许庆彦[8,9]等人在二元合金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多元合金扩散方程，建立多

元合金元胞自动机模型，计算出过冷度、不同合金成分等条件对微观凝固组织的影响。龙文远等人在模型

中加入扰动系数，计算在定向凝固过程中扰动系数对枝晶臂衍生出的二次枝晶影响规律。前人的模型很好

的揭示了枝晶形貌演变规律，但对枝晶臂附近溶质分布考虑较少。 

本文通过对已有的元胞自动机法模型进行改进，建立二维枝晶生长模型。计算出凝固时间、过冷度和

择优生长方向对枝晶臂及其附近溶质分布的影响，并考察了柱状晶生长过程中枝晶尖端溶质变化规律。 

1 微观枝晶生长理论和模型建立 

1.1 界面生长动力学 

本研究基于经典尖锐界面模型计算界面生长速度： 

kv T                                 (1) 

式中v 为界面生长速度，
k 和 T 表示界面动力学系数和枝晶尖端总过冷度。枝晶尖端总过冷度为多

个过冷度的总和，动力学过冷度在一般凝固条件下非常小，因此，本模型总过冷度由成分过冷度，热过冷

度和曲率过冷度决定。 

可由式(2)表示： 

        
c t r kT T T T 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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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T ，

tT ，
rT 和

kT 分别为成分过冷度，热过冷度，曲率过冷度和动力学过冷度；本研究中，

热过冷度
tT 恒定不变，成分过冷和曲率过冷由固液界面局部溶质浓度 ( )nC t 和平均曲率 ( )nk t 决定。局部

溶质浓度 ( )nC t 和平均曲率 ( )nk t 随枝晶演变而变化。因此，局部总过冷度在
nt 时刻， ( )nT t ， 可表示为： 

                    0( ) [ ( ) ] ( )n n t nT t m C t C T K t                      (3) 

式中m 和分别为液相线斜率和吉布斯-汤普森系数；
0C 为初始液相成分。 

枝晶在生长过程中总是沿着择优生长方向，而晶体的各向异性参数显著影响择优生长方向。前人对枝

晶生长进行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后发现，界面能各向异性和生长动力学各向异性都对枝晶择优方向起着重

要的作用[10-12]。为此，本研究引入界面生长动力学和界面能各向异性因素，
k 和可用以下两式进行计算： 

                         k k 01 cos[4( )]k                             (4) 

     01 c o s [ 4 ( ) ]t                              (5) 

式中 k ，
k ，和

t 分别为平均界面动力学系数、动力学各向异性强度、平均吉布斯-汤普森系数和

表面能各向异性强度；
0 为择优生长方向角； 为固液界面法向方向与水平方向夹角，其中 角可根据固

相分数，
s ，梯度计算： 

                          arctan( )s

s

y

x






 


 
                           (6) 

固相率的增长与界面生长速度成正比，如式： 

s

v
f G t

x
  


                              (7) 

式中： x ， t ，G 分别为网格间距、时间步长、与邻位网格有关的几何参数。其中G 可由下式确定： 

                        
4 4

0 1 2

1 1

( 0.5 )m m

m m

G b S S
 

                           (8) 

式中
0b 为恒定常数，本模型中取 0.4。

1mS 为最邻近 4 个网格的状态参数，
2mS 为次邻近 4 个网格的状

态参数。当元胞的状态为液相或者界面胞时，
1mS 和

2mS 为 0；当元胞的状态为固相胞时，
1mS 和

2mS 为 1； 

单个元胞在生长过程中，胞内液相浓度会随着凝固过程中溶质的外排而升高，其剩余液相的计算公式

如下所示： 

                          
1 0 0

0(1 )l l l sC C C k f                             (9) 

式中 1

lC ， 0

lC 本别为本次循环和上次循环所计算的剩余液相浓度，
0k  为溶质平衡分配系数。剩余液

相中高浓度溶质不经再分配过程，分配到与其相邻的八个元胞中，只经过溶质扩散模型进行传输。 

1.2 改进的捕获模型 

 
图 1 改进的捕获模型 

Fig.1 Modified capture model 

朱、洪[13,14]等人发展的八胞捕获方式虽然可以计算不同择优生长方向的枝晶生长，但是由于此捕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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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在编程运算中经常出现界面胞周围出现四个固相率为零的元胞，而导致式(6)计算出现错误，导致整个计

算程序崩溃，为解决此问题本研究对该模型进行改进，其捕获模型如图 1 所示，即固相胞捕获其周围的八

个邻胞。如果元胞的状态为液相胞，则变为界面胞；如果元胞的状态为界面胞或固相胞，则维持原来状态

不变。具体改进原理为：固相胞(i,j)周围的邻胞进行生长时，总是先从(i-1,j-1)元胞开始，而此元胞直接相邻

的四个元胞经常出现固相率全部为零的情况，而导致该元胞计算出现错误。故而本研究首先计算出(i-1,j)元

胞的固相率增长和剩余液相浓度，将此值近似赋予(i-1,j-1)元胞，重新循环计算。即整个运算过程中，只要

出现此种错误，都将(i-1,j)元胞的固相率增长和剩余液相浓度赋予(i-1,j-1)元胞。 

1.3 溶质扩散模型 

在合金凝固过程中，枝晶生长过程主要受溶质扩散所控制。在不考虑自然对流和强制对流的情况下，

液相和固相中溶质的扩散控制方程为： 

               
0[ ] [ ] (1 )l l l s

l l l

C C C f
D D C k

t x x y y t

    
   

     
             (10) 

                   [ ] [ ]s s s
s s

C C C
D D

t x x y y

   
 

    
                   (11) 

式中
lD ，

sD 分别为液相扩散系数和固相扩散系数。本模型采用八胞捕获方式，故界面胞与周围的八

个邻胞进行溶质扩散。 

2 结果与分析 

2.1 等轴晶偏析规律 

(a) 0.010 s (b) 0.015 s (c) 0.020 s

(d) 0.025 s(e) 0.030 s(f) 0.035 s

(g) 0.040 s

0.10.050 0.15 0.2 0.10.050 0.15 0.2 0.10.050 0.15 0.2

0.10.050 0.15 0.20.10.050 0.15 0.20.10.050 0.15 0.2

0.10.050 0.15 0.2

Undercooling: 15 K

Unit: wt.% C

 
图 2 枝晶演变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dendrite evolution 

为了探究等轴晶的形貌以及生长过程中溶质微观偏析规律，本研究在 0.2 mm×0.2 mm 的计算区域内进

行模拟计算。首先将一个择优生长方向为 45
o 的固相胞核置于区域中心，随后依据生长模型和溶质扩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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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捕获生长。计算区域在恒定的过冷度 15 K 下进行计算，模拟结果示于图 2。 

由图 2 可以看出等轴晶稳定的沿着择优方向生长，并且枝晶形貌呈现四重对称。同时，碳元素随着等

轴晶的长大逐渐富集在枝晶臂附近，这是由于枝晶生长速度远大于溶质扩散速度，新生固相排出的溶质来

不及扩散到液相主体。枝晶臂根部受到附近枝晶臂的阻碍作用而使溶质难以扩散和排出，导致根部溶质浓

度较高，凝固速度变缓最终停止生长，形成颈缩现象。当凝固时间达到 0.035 s 时，枝晶臂周围溶质元素的

扩散使固液界面失稳，进而产生二次枝晶，随着主干枝晶的进一步生长，二次枝晶继续延伸而变的发达。 

图 3 为枝晶生长过程中枝晶尖端区域碳元素的浓度分布图。已凝固的区域遵循溶质分配定律其固相浓

度为 0.204 wt.%，未凝固区域保持初始浓度 0.6 wt.%不变，而在枝晶尖端溶质浓度急剧升高。由图中可以

看出，随着等轴晶的生长，枝晶尖端溶质溶度逐渐升高，这是由溶质扩散速度小于枝晶生长速度造成的。 

 
图 3 枝晶尖端溶质分布图 

Fig.3 Solute distribution map of dendrite tips 

2.2 过冷度对枝晶偏析的影响 

过冷度分别为 20 K、25 K、30 K、35 K、40 K，凝固时间为 0.01 s 时的等轴晶演变形貌如图 4 所示。

本计算所采用的择优生长角为 20
o。由图中可以看出，过冷度升高，在相同的凝固时间下，枝晶的生长速度

逐渐加快，且在枝晶臂的周围溶质元素浓度颜色加深，即浓度升高。其原因为过冷度升高，新生固相经固

液界面排出到熔体中的溶质元素增多，而生长速率的加快使溶质元素很难充分扩散到熔体中，导致溶质元

素富集在枝晶臂周围，逐渐增多的溶质元素使固液界面的界面张力等物理性质发生变化，最终使固液界面

失稳生成二次枝晶，如图 4 中(c)，随着等轴晶的演变二次枝晶逐渐长大，当过冷度为 40 K 时，二次枝晶已

相当发达。生成的二次枝晶会阻碍溶质元素的传输扩散，二次枝晶生长过程中出现的搭桥现象使溶质元素

封闭在小区域中，逐渐富集的溶质元素无法与外界流通，导致微观偏析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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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K (B) 25K (C) 30K

(d) 35K (e) 40K

0.10.050 0.15 0.2 0.10.050 0.15 0.2 0.10.050 0.15 0.2

0.10.050 0.15 0.2 0.10.050 0.15 0.2

Solidification time:

0.01 s

Unit: wt.% C

 
图 4 过冷度对枝晶演变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undercooling on dendrite evolution 

图 5 为图 4 相对应的(a)、(b)、(c)、(d)、(e)中枝晶臂中心线上溶质元素分布情况。不同过冷度时枝晶臂

尖端浓度不同，已凝固区域及熔体中元素浓度相同。随着过冷度的升高，枝晶尖端溶质元素浓度从 0.785

增至 0.901，变化趋势基本上呈线性。图中 x1、x2、x3、x4、x5分别为枝晶臂尖端与熔体之间的过渡距离，

从枝晶尖端到熔体碳元素浓度逐渐降低。 

 
图 5 枝晶尖端溶质分布图 

Fig.5 Solute distribution map of dendrite tips 

2.3 择优生长方向对偏析的影响 

在过冷度为 40 K，凝固时间为 0.01 s，生长择优角分别为 0
o、15

o、30
o、45

o、60
o、75

o的条件下计算

出等轴晶的生长形貌演变如图 6 所示。择优角为 0
o 和 45

o 时，二次枝晶较少几乎不存在，而择优角为 30
o

和 60
o 时，二次枝晶已相当发达。一次枝晶附近固液界面失稳产生的二次枝晶会限制该一次枝晶的生长，

从而使该一次枝晶变得细长，二次枝晶越多则一次枝晶臂越细。择优角为 0
o和 45

o时，上下左右方向上的

一次枝晶都相当粗大，而 30
o、45

o、60
o、75

o 的一次枝晶则较细。由图中可以看出当两个等轴晶的择优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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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加等于九十度时，其枝晶的生长形貌基本一致，经过九十度旋转基本可以完全重合。择优生长角对微观

偏析的影响主要是由二次枝晶的发达程度所决定的，二次枝晶越多，二次枝晶臂间的溶质元素越难以扩散

到熔体中，溶质元素的偏析区域越大。择优生长角对枝晶尖端元素浓度的富集影响较小，几乎可以忽略。

因此择优角为 0
o 和 45

o 时，枝晶的偏析程度较低；15
o 和 75

o 时次之；30
o和 60

o 时，由于其二次枝晶最为发

达，故偏析最为严重。 

 
(a) 0o

(b) 15o
(c) 30o

(d) 45o (e) 60o
(f) 75o

Undercooling

: 40 K

Unit: wt.% C

 
图 6 不同择优角的枝晶形貌 

Fig.6 The dendrite morphology different of selective reflex 

2.4 柱状晶凝固前沿偏析情况 

为探究柱状晶生长过程中的形貌演变和枝晶间偏析情况，在 0.2 mm×1.0 mm 的计算区域内计算其生长

情况。本研究中网格尺寸为 0.4 μm，计算区域剖分成 2500×500 个网格。模拟时在区域底部设置若干个晶核，

并在计算区域一侧设置热流密度为 q 的边界散热条件。柱状晶的竞相生长演变形貌如图 7 所示，由图中可

以看出，在一次枝晶的周围衍生出许多二次枝晶，当此二次枝晶与相邻的二次枝晶或一次枝晶相遇时则停

止生长。一次枝晶在生长过程中由于竞争而导致某些枝晶停止生长。枝晶的生长伴随着溶质外排，二次枝

晶臂间的溶质由于受枝晶臂的阻碍作用传输较慢，当二次枝晶相互搭桥形成封闭区域，溶质与外界隔绝，

新生固相排出的溶质留在本区域，导致二次枝晶臂间的溶质浓度迅速升高，在图 7 中显示为液相颜色逐渐

加深，由黄色变为红色。同时枝晶尖端溶质元素浓度由于生长速度大于扩散速度的缘故也逐渐富集升高。

当枝晶生长到铸坯中心部位时，由于熔体无法进行扩散而聚集在中心处形成中心宏观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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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1 s (b) 0.2 s (c) 0.3 s (d) 0.4 s (e) 0.5 s (f) 0.6 s

0

1.57

3.30

0.79

2.44

0 0.5 1.0

Unit: wt.% C

q  
图 7 柱状晶演化形貌 

Fig.7 The columnar morphology evolution 

图 7 a、b、c、d、e、f 中柱状晶纵向溶质分布图示于图 8。随着柱状晶的生长，溶质元素富集在枝晶

尖端，致使其浓度逐渐升高，由 0.1 s 时的 1.362 升高至 0.6 s 时的 1.916。凝固时间在 0.1 s~0.3 s 时，浓度

升高较快，升高百分比约为 20 %。凝固时间从 0.4 s 开始，枝晶尖端浓度升高逐渐减慢，到 0.6 s 时，其升

高百分比约为 11 %。理论上随着凝固的进行，枝晶尖端浓度升高，使枝晶生长变慢。但在本模拟中，在相

同的时间间隔下，生长长度逐渐变快。枝晶尖端与熔体之间的浓度过渡区域，由于尖端浓度扩散减慢梯度

较大，经放大处理置于图 8 左上角。 

 
图 8 枝晶尖端溶质分布 

Fig.8 Solute distribution at dendrite tip 

3 结  论 

(1) 在择优角为 45
o，过冷度为 15 K 时，单个枝晶生长过程中其枝晶形貌呈现四重对称。枝晶臂根部溶质

元素传输受到抑制形成颈缩现象。随着枝晶长大，枝晶尖端溶质浓度逐渐升高。 

(2) 在择优角为 15
o，过冷度为 20 K、25 K、30 K、35 K、40 K 的情况下，随着过冷度的升高，枝晶尖端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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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元素浓度随之升高。过冷度增大枝晶尖端与熔体之间的过渡距离变小，过渡距离缩短使枝晶臂周围溶质

浓度进一步升高，偏析程度加剧。 

(3) 择优生长方向通过影响二次枝晶数量而间接对偏析产生影响，择优角为 0
o 和 45

o 时，二次枝晶较少，

偏析区域较小； 30
o 和 60

o 时，二次枝晶已相当发达，偏析程度较大。故凝固过程中应采用较低过冷度及

择优角为 0
o 和 45

o 来降低枝晶臂附近微观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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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钢方坯枝晶演变过程数值模拟 

王卫领，陈  耀，王朝辉，罗  森，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基于 SWRH82B 钢方坯热历程，采用二维并行元胞自动机(CA)模型，模拟了方坯枝晶演变过程，揭示了

二次冷却强度、过热度和拉速对方坯枝晶结构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的柱状晶一次和二次枝臂间距及柱

状晶向等轴晶转变(CET)位置均与实验观测结果一致；随着二次冷却强度的提升、过热度与拉速的降低，柱状晶一

次枝臂逐渐减小；降低二次冷却强度与过热度，均有利于促进 CET；然而，随着拉速的变化，二次冷却区水量相

应调整，导致 CET 不发生改变。 

关键词：方坯连铸；枝晶演变；浇铸条件；元胞自动机 

Modeling of Dendritic Evolution of Continuously Cast Steel Billet 

with Cellular Automaton 

WANG Wei-ling, CHEN Yao, WANG Zhao-hui, LUO Sen,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Wei-ling, E-mail: 

wangwl@smm.neu.edu.cn)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rmal history of continuously cast SWRH82B steel billet, the present work 

used a two-dimensional parallel cellular automaton model to simulate the dendritic evolution of the billet, 

accordingly to reveal influences of the secondary cooling intensity, the super heat and the casting speed 

on the dendritic structure of the bill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ed dendritic arm spacing and CET 

location agree well with the actual results in the billet. Primary dendrite arm spacing of columnar 

dendrites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econdary cooling intensity or the decrease of the super heat 

and the casting speed. Meanwhile, CET is promoted as the secondary cooling intensity and the super heat 

decreases. However, CET is not influenced by the casting speed due to the adjusting of the specific water 

flow rate. 

Key words：billet continuous casting; dendritic evolution; casting condition; cellular automaton 

 

以自动化程度和金属收得率高著称，连铸已成为钢最为主要的凝固方式[1]。然而，受钢自身凝固特性

和连铸工艺参数的影响，连铸坯经常遭受裂纹与偏析等凝固缺陷，不可避免地影响轧制成材率和钢材使用

性能[2,3]。为了解决这些高品质钢生产的限制性环节，冶金学者已提出了轻压下和电磁搅拌等众多组织与成

分控制技术[4,5]。然而，最优的技术参数往往由现场反复试验确定，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

随工艺条件的波动，展现出极低的稳定性[4]。这主要是由于连铸工艺与凝固缺陷之间的定量关系仍未明确。

虽然研究学者已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连铸坯宏观凝固行为，但是对微观至介观尺度枝晶演变过程的认识还远

不够完善。 

考虑到钢凝固过程的高温与不透明特性，研究学者通常选取完全凝固后的连铸坯，通过枝晶腐蚀、断

口扫描和电子探针分析等手段，获得其枝晶形貌，进而测量枝臂间距、柱状晶生长方向及中心等轴晶率等

特征参数[6-10]。然而，受枝臂粗化、枝晶尖端生长速率未知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这些研究结果无法精确

反推至连铸凝固过程，从而导致压下与电磁等外场对凝固组织的作用机理仍难以定量描述。为此，上海大

学翟启杰研究团队[11]开发了钢连铸过程的定向凝固热模拟实验装置，基于实际连铸坯中心的冷却曲线控制

冷却条件，并通过淬火获得钢瞬态凝固组织。然而，该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欠佳。随着元胞自动

机、相场和水平集等方法的出现和发展，合金枝晶生长数值模拟研究迅速兴起，已从二维空间跨越至三维

空间，从二元体系发展至多元体系，从单相凝固扩展至多相凝固，同时逐渐考虑流场、电磁场和挤压等因

素的作用[12-14]。同时，以 Yin 等[15]、Han 等[16,17]和 Tan 等[18]为代表的研究学者将这些微观尺度计算方法与

宏观传输过程进行耦合，实现了氩弧焊接、激光近型铸造和激光熔覆等小熔池凝固枝晶演变过程的跨尺度

数值模拟。这些小熔池的尺寸一般在 mm 数量级，然而连铸坯液芯通常在 m 数量级，其长度甚至超过 20m。

因此，巨额计算量成为连铸坯枝晶演变过程数值模拟的最大障碍。Böttger等[19]采用基于相场法的MICRESS
®

软件，模拟了连铸板坯宽面中心线附近局部区域的柱状晶生长过程。然而，受相场法细网格的限制，他们

的计算区域仅停留在结晶器冷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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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断面尺寸为 160mm×160mm 的 SWRH82B 钢连铸方坯为研究对象，选取横截面中心线附近

4mm×40mm 的局部区域作为计算域，将其宏观热历程输入至二维并行元胞自动机模型，进而预测方坯的枝

晶演变过程。与 Böttger 等[19]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模型域充分扩展至二次冷却区，并涵盖了中间柱状晶和

中心等轴晶区域。通过与连铸方坯实际枝晶结构对比，本文考察了该跨尺度数值模拟的准确性。在此基础

上，本研究揭示了二次冷却强度、过热度和拉速对方坯枝晶演变过程的影响规律。 

1  数学模型建立 

连铸方坯枝晶演变过程的模拟需耦合宏观传热模型和微观枝晶生长模型。考虑到宏微观直接耦合的巨

大计算量，本文采用双线性差值法，实现二者的弱连接，如图 1 所示。首先，基于方坯凝固传热对称性的

假设，选取 1/4 横截面作为模型域，将其均匀划分为 1mm×1mm 的宏观控制单元，进而根据热传导控制方

程求解其热历程。然后，选取靠近中心线 4mm×40mm 区域作为微观枝晶生长的模型域，将其均匀划分为

5m×5m 的元胞。该区域温度在中心线两侧呈对称分布。元胞温度则根据其周围宏观节点的温度，通过双

线性插值确定。方坯枝晶演变过程涉及柱状晶向等轴晶(CET)的转变。除平均形核过冷度和非均质形核概率

外，本文另设置临界温度梯度作为 CET 准则，以考虑方坯凝固过程中糊状区温度梯度的剧烈变化。宏观传

热模型、微观枝晶生长模型及 SWRH82B 钢的热物性参数等信息详见文献[12]。 

 

图 1 SWRH82B 方坯枝晶演变过程数值模拟方法 

Fig. 1 Approach to predict dendritic evolution of SWRH82B steel billet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2.1  方坯枝晶演变过程和模型验证 

图 2 为拉速 1.81m/min、过热度 30℃和二次冷却比水量 1.03L/kg 条件下，SWRH82B 钢连铸方坯的枝

晶演变过程。在初始凝固阶段，方坯表面深度过冷，形成大量晶核，因相互间的制约而发展成细小等轴晶。

随着凝固的进行，部分晶核从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发展成为柱状晶。当凝固时间为 2s 时，柱状晶平均一次

枝臂间距为 160.99m。随后，因溶质的不均匀分布，柱状晶竞争生长成为主导，主要表现为细小柱状晶的

生长逐渐被周围粗大柱状晶阻挡。当凝固时间为 76s 时，柱状晶平均一次枝臂间距增至 527.93m，如图 2(d)

所示。另外，随着凝固的进行，糊状区冷却速率逐渐减小，因此柱状晶二次枝臂逐渐增大。随着凝固时间

从 40s 增至 76s，柱状晶平均二次枝臂间距从 133.58m 增至 159.75m，如图 2(c)与(d)所示。柱状晶前沿的

非均质形核发生在距铸坯表面 27mm 附近。这些核心发展成为等轴晶，并阻挡柱状晶的生长。中心等轴晶

最初按层状分布，逐渐变得杂乱、稀疏，且具有较长主枝臂，如图 2(e)与(g)所示。实验结果表明：在横截

面中心线附近，自距方坯表面 5mm 至 25mm 附近，柱状晶平均一次枝臂间距从 136.3m 增至 415.9m；自

距方坯表面 15mm 至 25mm 附近，柱状晶平均二次枝臂间距从 130.48m 增至 160.88m；CET 发生在距方

坯表面 30mm 附近。因此，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测量结果吻合，从而说明本文连铸方坯枝晶演变过程跨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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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算的可靠性。 

 

图 2 SWRH82B 方坯枝晶演变过程 
Fig. 2 Dendritic morphology of SWRH82B steel billet at solidification times of 

(a) 1.5 s, (b) 5 s, (c) 40 s, (d) 76 s, (e) 80 s, (f) 120 s and (g) 170 s 

2.2  二次冷却强度的影响 

 

图 3 二次冷却比水量对 SWRH82B 方坯枝晶演变过程的影响 

Fig. 3 Dendritic structures of SWRH82B steel billet as the specific water flow rates in secondary cooling zone are:  
(a) 0.50L0, (b) 0.75L0, (c) 1.00L0, (d) 1.25L0 and (e) 1.50L0 (L0=1.03 L/kg) 

图 3 是二次冷却强度对 SWRH82B 方坯枝晶结构的影响，其中比水量的基准 L0 为 1.03L/kg。随着二次

冷却比水量从 0.50L0 提高至 1.50L0，糊状区冷却速率增大，导致柱状晶一次枝臂间距逐渐减小。例如，距

方坯表面 14mm 和 22mm 附近，柱状晶平均一次枝臂间距分别从 461.94m 和 527.93m 降至 369.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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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温度梯度随之增大，CET 位置随二次冷却比水量的增大逐渐推迟。随着二次冷却比水量以 0.25L0的步

长从 0.50L0提高至 1.25L0，CET 位置以 2mm 的步长从距方坯表面 23mm 附近后移至 29mm 附近。然而，

当二次冷却比水量从 1.25L0 增至 1.50L0，CET 位置仅后移 1mm。虽然低二冷比水量有利于提高方坯中心等

轴晶率，但是等轴晶主枝臂细长、稀疏分布的特征也愈加明显。 
 

 

图 4 过热度对 SWRH82B 方坯枝晶演变过程的影响 

Fig. 4 Dendritic structures of SWRH82B steel billet at super heats of: (a) 10 K, (b) 20 K and (c) 30 K 

 

图 5 拉速对 SWRH82B 方坯枝晶演变过程的影响 

Fig. 5 Dendritic structures of SWRH82B steel billet at casting speeds of:  
(a) 1.61 m/min, (b) 1.71 m/min and (c) 1.81 m/min 

2.3  过热度的影响 

图 4 是过热度对 SWRH82B 方坯枝晶结构的影响。随着过热度的降低，柱状晶一次枝臂间距逐渐减小，

CET 位置逐渐前移。例如，当过热度从 30℃降至 10℃，距方坯表面 14mm 和 22mm 附近，柱状晶平均一

次枝臂间距分别从 410.61m 和 527.93m 降至 344.34m 和 420.86m。当过热度分别为 10℃、20℃和 30℃，

CET 位置分别距方坯表面 25mm、26mm 和 27mm。 

2.3  拉速的影响 

图 5 是拉速对 SWRH82B 方坯枝晶结构的影响。随着拉速从 1.81m/min 降至 1.61m/min，方坯二次冷却

水流量从 362.7L/min 调整至 315.9L/min。随之，距方坯表面 14mm 和 22mm 附近，柱状晶平均一次枝臂间

距分别从 410.61m 和 527.93m 降至 344.34m 和 369.55m。然而，CET 位置基本不随拉速变化。 

3  结论 

本文建立了 SWRH82B 连铸方坯宏观传热过程与微观枝晶生长的弱耦合机制，实现了方坯枝晶演变过

程的数值模拟，考察了连铸工艺条件对方坯枝晶结构的影响规律，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1) 枝臂间距与 CET 位置等方坯枝晶结构特征参数的预测结果均于实测结果一致。 

(2) 随二次冷却强度的提高，柱状晶一次枝臂间距逐渐减小，CET 位置逐渐向心部推移。低二次冷却

强度虽然有利于提高中心等轴晶的比例，但是诱发粗大的初始枝臂，损害组织结构的致密性。 

(3) 随着过热度的降低，柱状晶一次枝臂间距逐渐减小，CET 位置逐渐提前。降低拉速虽然有利于减

小柱状晶一次枝臂间距，但是并未改变 CET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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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 对高锰钢连铸保护渣流动性的影响 
杨  杰，蔡兆镇，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高锰钢连铸过程中，钢液中的 Mn 与保护渣中的 SiO2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致使保护渣物化性能变化，从

而导致铸坯与结晶器间传热、润滑不均匀，易造成严重的质量缺陷甚至漏钢事故。本文通过钢渣反应实验考察不同

反应条件下保护渣中 MnO 的增加量，研究 MnO 对保护渣流动性的影响，并与连铸生产数据进行对比。研究结果

表明，连铸过程中因钢液的流动和对夹杂物的吸收而导致保护渣中 MnO 含量高于实验条件下所得结果，MnO 含量

升高造成保护渣黏度和凝固温度显著下降，保护渣消耗量急剧增加，浇铸 5Mn 钢时，渣耗量增幅可达 100%。 

关键词：高锰钢；保护渣；MnO；黏度；凝固温度 

Effect of MnO on Liquidity of Mold Flux for Casting High Mn Steel 

Yang Jie, CAI Zhao-zhen,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U Miao-yong, E-mail: 

myzhu@mail.neu.edu.cn) 

Abstract：Severe casting problems such as unstable heat transfer and inadequate lubrication are found 

during the casting process of high Mn steel because of the interficial reaction between Mn in molten steel 

and SiO2 in mold flux.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to elucidate the re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high Mn steel and CaO-SiO2 based mold flux, and the effect of MnO accumulation on the 

liquidity of mold flux was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nO accumulation in mold flux during 

the casting proces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laboratory experiments due to the metal flow and inclusion 

absorption. With increasing in MnO content, there is a remarkable decline in viscosity and solidification 

temperature of mold flux, which results in higher slag consumption. The increase in slag consumption is 

about 100% for casting 5Mn steel. 

Key words：high Mn steel; mold flux; MnO; viscosity; solidification temperature 

 

高锰钢连铸过程中，因钢液中锰、铝易于保护渣中成分反应，导致渣中成分发生变化，从而引

起保护渣的流变、传热性能的改变，影响连铸工艺顺行[1-3]。研究认为，高锰钢中 Mn 与保护渣的反

应程度首先取决于钢中 Al 含量，高含量的 Al 与渣中 SiO2发生剧烈反应，而抑制 Mn 与 SiO2 的反应
[4]。而在浇铸低 Al 含量的钢种时，Mn 与 SiO2的反应使渣中 MnO 含量增加，改变保护渣的流动性[5-7]。

研究高锰钢连铸过程中保护渣成分和流动性变化规律对开发高锰钢连铸专用保护渣、提高高锰钢铸

坯表面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设计钢渣反应实验用以考察不同反应条件对保护渣中 MnO 含量的影响，研究保护渣黏度和

凝固温度随 MnO 含量变化趋势。通过对国内某钢厂 5Mn 钢连铸生产取样分析，对比实验结果与实

际生产的差异，讨论高锰钢连铸保护渣性质演变特点。 

1  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 

表 1 实验用钢主要成分 

Table 1 Initial compositions of steel samples (in mass percent) 

No. C P S Si Al Mn 

S1 0.04 ≤ 0.03 ≤ 0.02 0.21 0.004 5.07 

S2 0.04 ≤ 0.04 ≤ 0.02 0.70 0.01 10.35 

S3 0.04 ≤ 0.03 ≤ 0.02 0.72 0.01 18.24 

 

本研究中使用高锰钢成分为根据轧制和焊接要求设计，如表 1 所示。根据钢中碳含量选择常规

CaO-SiO2 渣系低碳钢保护渣作为参考，并对其成分做针对性调整，用以考察不同实验条件对保护渣

成分变化的影响，实验室设计保护渣成分如表 2 所示。其中，保护渣 F1、F2 和 F3 的碱度分别为 0.8、

0.4 和 1.2，而保护渣 F4 和 F5 中分别含有约 3%和 6%的 MnO，保护渣 R1、R2 和 R3 为根据前期反

应实验结果，设计的三种不同成分保护渣，用以代表连铸过程中高锰钢与保护渣反应不同阶段时保

护渣成分变化。图 1 为实验装置示意图，将约 400g 钢样放入炉中，在氩气氛保护下加热至 187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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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 10 分钟后将 40g 预熔保护渣加入到钢液表面，开始计时反应时间，在设定时间间隔内分别取出

部分渣样进行成分分析，每炉反应时间为 30 分钟。 

表 2 实验保护渣主要成分 

Table 2 Initial compositions of mold flux samples (in mass percent) 

No. CaO SiO2 Al2O3 MgO Na2O F MnO 

F1 33.15 42.82 6.41 2.24 8.86 6.51 0 

F2 21.64 53.90 6.55 2.29 8.64 6.97 0 

F3 41.58 33.82 6.85 2.71 8.47 6.56 0 

F4 32.21 41.95 5.91 2.36 8.63 6.01 2.92 

F5 31.74 38.55 6.23 2.35 8.65 6.83 5.94 

R1 32.53 40.18 6.29 2.20 8.69 6.39 4.54 

R2 31.74 37.29 6.03 2.15 8.02 5.93 9.56 

R3 31.54. 34.03 5.95 2.03 7.92 5.81 13.71 

 

 

图 1 实验反应装置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of the experimental apparatus 

2  结果与讨论 

2.1  钢/渣反应对保护渣中 MnO 含量变化的影响 

导致保护渣成分变化的主要反应为 2[Mn] + (SiO2) = [Si] + 2(MnO)，图 2 至图 4 分别为在不同钢

中 Mn 含量、保护渣碱度及渣中初始 MnO 含量条件下反应过程保护渣中 SiO2和 MnO 含量变化。结

果表明，钢中 Mn 含量为反应的主要限制环节，随 Mn 含量增加，保护渣中 SiO2 和 MnO 含量变化

十分显著；保护渣碱度对反应过程影响也较为明显，但是高碱度并不能有效抑制反应的发生；而反

应对渣中初始 MnO 含量并不敏感，说明逆反应对 MnO 含量增加影响很小。因此，在固定钢中 Mn

含量的情况下应首先考虑降低渣中 SiO2含量，减小反应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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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钢中 Mn 含量对保护渣中 SiO2 和 MnO 含量的影响 

213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214 - 

Fig.2 Effect of Mn in molten steel on the composition evolution in mold 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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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保护渣碱度对 SiO2 和 MnO 含量影响 

Fig.3 Effect of basicity on the composition evolution in mold 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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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保护渣中初始 MnO 含量对 SiO2 和 MnO 含量影响 

Fig.4 Effect of MnO on the composition evolution in mold flux 

 

为考察连铸生产过程中保护渣成分变化情况，分别对国内某钢厂 5Mn 钢连铸过程中液态和固态

保护渣进行成分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T1 和 T2 分别对应碱度为 1.10 和 1.23 的保护渣生产实践。

可以看出，两次生产过程中均出现熔渣池内保护渣中 MnO 含量高于固态渣膜中，可能是由于吸取的

保护渣贴近钢液表面，反应较为完全，而固态渣膜由反应不均匀的液态渣流入渣道后冷却形成，因

此造成整体 MnO 含量略低。此外，碱度略高的保护渣中 MnO 含量增幅更小，这也与实验结果基本

一致，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连铸过程中因钢液在结晶器内的流动和对钢液中夹杂物的吸收而导致保

护渣中 MnO 含量高于实验条件下所得结果。 

表 3 5Mn 钢连铸过程中保护渣固/液渣成分变化 

Table 3 Compositions of solid/liquid mold fluxes for casting 5Mn steel(in mass percent) 

 
T1 T2 

MnO SiO2 R MnO SiO2 R 

初始成分 0 32.70 1.10 1.26 33.32 1.23 

液态保护渣 6.04 30.79 1.16 5.73 32.56 1.25 

固态保护渣 4.22 31.86 1.12 4.62 32.86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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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nO 对保护渣黏度和凝固温度的影响 

根据 18Mn 钢与保护渣反应实验结果，不同 MnO 含量保护渣黏度-温度曲线变化，如图 5 所示。

随渣中 SiO2 含量下降及 MnO 含量增加，使熔渣中[SiO4]
4-聚合度降低，保护渣黏度由初始的 0.391Pa 

s 下降到 0.142Pa s。随温度的降低，保护渣黏度上升，而这种趋势随 MnO 含量增加而变缓。保护渣

黏度在转折温度处急剧升高，通常将保护渣转折温度定义为其凝固温度，可以看到，保护渣的凝固

温度由 1117 
o
C 下降到 1079 

o
C。保护渣凝固温度的降低使液渣膜厚度增加，而黏度的下降进一步增

加了流动性，使浇铸过程中出现保护渣消耗过快的问题。 

 
图 5 保护渣黏度-温度曲线变化 

Fig.5 Viscosities of mold fluxes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表 4 5Mn 钢连铸过程中保护渣性质和渣耗量变化 

Table 4 Variations of slag properties and consumption for casting 5Mn steel 

No. MnO/% 黏度/Pas 熔化温度/oC 凝固温度/ oC 渣耗量增幅/% 

T1 
反应前 0 0.19 1063 1162 

100 
反应后 6.04 0.07 1012 1138 

T2 反应前 1.26 0.11 1155 1212 
82.4 

反应后 5.73 0.07 1112 1188 

在高锰钢连铸过程中由于保护渣成分变化导致其性质发生改变，从而影响连铸工艺的顺行。表

4 为 5Mn 钢连铸过程中保护渣性质和渣耗量变化情况。由表可以看出，两次生产过程均出现由于反

应导致保护渣中 MnO 含量增加而使黏度下降的情况，同时，其熔化温度和凝固温度也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降低，这与实验结果一致。由于保护渣流动性的增强，必然导致生产过程中渣耗量的大幅增加，

增幅可达 100%。过高的保护渣消耗量不仅增加了连铸操作的负担，更易造成铸坯表面振痕较深等铸

坯质量问题。 

3  结  论 

1)钢中 Mn 含量为反应的主要限制环节，随 Mn 含量增加，保护渣中 SiO2和 MnO 含量变化十

分显著，高碱度并不能有效抑制反应的发生。 

2)熔渣池内保护渣中 MnO 含量高于固态渣膜中，在连铸生产中保护渣中 MnO 含量高于实验条

件下所得结果。 

3)随 MnO 含量增加，保护渣黏度和凝固温度均出现显著下降，从而导致保护渣消耗量大幅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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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接触算法对宽厚板坯凝固传热计算结果

影响 
吴晨辉，祭程，朱苗勇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连铸过程中的辊坯接触会显著影响铸坯凝固传热进程。本文基于非均匀冷却条件下所建立的二维凝

固传热有限元模型，对比分析了真实辊接触法及等效辊接触法在预测宽厚板坯表面温度、凝固终点位置及

两相区长度方面存在的偏差。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均能比较准确预测铸坯表面温度，而在预测铸坯凝固终

点位置及两相区长度方面存在比较明显偏差。 

关键词：宽厚板坯；凝固传热；非均匀冷却；辊接触 

Influence of calculation method for roll contact on the predicted 

solidification results of wide-thick slab 

WU Chen-hui, JI Cheng, ZHU Miao-yong 
(Metallurgy School，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819，China)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JI Cheng, E-mail: 

jic@smm.neu.edu.cn) 

Abstract: Roll contac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heat transfer behavior of slab in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influence of “real roll contact method” and “equivalent 

roll contact method” on predicting the wide-thick slab surface temperature, solidification end 

position and the length of mushy region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a two-dimensional 

heat transfer model with considering the non-uniform cooling cond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two calculation methods for roll contact can be adopted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wide-thick slab surface temperature. 

Key words: wide-thick slab; heat transfer; uneven cooling; roll contact 

 

辊坯接触换热作为铸坯出结晶器后的主要冷却方式之一，其能够显著影响连铸坯凝固进程。研究表面
[1]，辊坯接触换热过程所带走的铸坯热量约占总热量的 17%。目前，基于数值计算揭示铸坯凝固传热规律

的研究工作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处理辊坯接触换热过程：等效辊接触法[2-4]与真实辊接触法[5-7]。其中，等效

辊接触法将铸坯在各冷却区间内由辊坯接触所带走的热量等效为拉坯方向上均匀释放过程；真实辊接触法

依据各铸辊实际铸流位置，通过在对应辊坯接触域施加相应接触冷却边界条件来考虑辊接触对铸坯凝固传

热过程影响。与等效辊接触法相比，由于采用真实辊接触法需要在计算过程中准确探测各辊坯接触域，并

在很短的辊坯接触域(辊坯接触弧长约为 20mm)施加接触冷却边界条件，因此，需严格限制采用该方法进行

凝固传热数值计算时的时间步长。如果时间步长过大，模型将无法准确探测到某些辊坯接触域。同时，过

大的计算时间步长有可能过度放大某个已探测到的辊坯接触过程对铸坯凝固传热的影响程度。此外，由于

辊坯接触过程冷却强度较大(接触换热系数约为 1000~1300W/(m
2
·

o
C))，因此需要更加精细的网格尺寸对所

建数学模型计算域进行离散，以提高辊坯接触传热的计算精度。上述因素促使采用真实辊接触法相比于等

效辊接触法更为复杂，且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计算成本。然而，真实辊接触法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真实辊坯

接触过程对铸坯凝固进程影响，因此，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模型计算准确度。 

本文以宽厚板坯连铸为研究对象，基于有限元法，定量对比分析了采用不同辊接触法在计算得到的铸

坯表面温度场、凝固终点位置及两相区形貌等重要凝固传热结果方面所存在的偏差。从而为选取适当辊接

触算法以更加快捷、精准揭示铸坯凝固传热规律，指导现场工艺参数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1  凝固传热模型 

以某钢厂宽厚板坯连铸机生产的 2000mm×280mm 包晶钢板坯为研究对象，基于对铸坯凝固传热数值

计算过程简化假设[8, 9]，选取铸坯横断面 1/4 建立了如图 1 所示的二维切片凝固传热有限元模型。采用 4 节

点 4 边形单元对模型计算域进行均匀离散，离散后的单元尺寸为 2mm×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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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凝固传热有限元模型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of the F.E. heat transfer model 

 

模型凝固传热过程采用二维瞬态凝固传热微分方程进行描述： 

 T T T
C

t x x y y
  

      
    

       

                         (1) 

式中，T、t 分别为温度，℃及计算时间，s；ρ、C、λ 分别为钢的密度，Kg/m
3
,比热容，J/(kg·℃)和导热系

数，W/(m·℃)。 

为提高模型计算精度，所研究钢种的物性参数采用加权相分数计算得到，其具体计算方法及各热物性

参数取值参见文献[10]
 

铸坯在结晶器内，以铸坯表面与结晶器壁间热流密度 q 作为冷却边界条件。铸坯出结晶器后，主要依

靠三种方式完成冷却凝固：喷淋冷却水、辊坯接触及热辐射。有关结晶器内热流密度及出结晶器后的喷淋

冷却水及热辐射对应的冷却边界条件计算方法可参见文献[8]，本文不再赘述。 

辊坯接触过程冷却边界条件采用两种方法进行计算，其中， 

等效辊接触法[3,4]：                         =

i
i R / s R R / S
c o n i

h N L
h

L
                          

 (3) 

真实辊接触法[5-7]：                        ( )= -con R/ s surf rollq h T T                         

 (4) 

式中，
i

conh 及 hR/S 分别为第 i 个冷却区的等效辊接触换热系数及单个辊坯接触过程真实换热系数，

W/(m
2
·

o
C)；N

i
R为第 i 个冷却区内的铸辊个数；LR/S 为单个辊坯接触弧长，m；qcon 为单个辊坯接触域内热流

密度，W/m
2；Tsurf及 Troll 分别为铸坯表面及铸辊温度，o

C。G. Xia
[错误!未定义书签。]基于现场热电偶测温实验及数

值反算技术，研究了辊坯接触对连铸坯凝固传热过程影响规律，并计算得到了与辊坯接触传热过程相关关

键参数。基于该项研究工作，本文 hR/S 取值为 1000 到 1300 W/(m
2
·

o
C)，LR/S 取 0.02m，Troll 取 150

 o
C。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基于所建立的二维切片凝固传热模型，首先采用真实辊接触法，计算了 2000mm×280mm 包晶钢宽厚

板坯在拉速 0.8m/min 时的凝固传热规律。图 4(a)、(b)分别为铸坯宽向不同位置表面温度及固、液相线变化

趋势。为提高模型计算精度，采用红外热成像仪(A40, FLIR)测定了浇铸过程中不同铸流位置处的铸坯表面

温度，并据此对凝固传热模型进行校验。由图 4(a)可知，模型计算温度与实测温度吻合较好，两者间绝对

误差不大于 2.1%，从而证明了所建模型准确性。由于采用真实辊接触法计算辊坯接触冷却边界条件，图 4(a)

中的铸坯表面温度在铸辊接触域出现了瞬时波动性降低趋势，其瞬时温降程度约为 80℃，该值与学者 G. 

Xia
[错误!未定义书签。]现场实测结果能够很好吻合。此外，由于二冷 5 区到二冷 8 区范围内，水流密度沿铸坯宽向

呈明显非均匀分布趋势，且由铸坯宽面中心向角部点方向不断降低(如图 3(b)所示)，使得铸坯宽面 1/8 位置

的温度一定程度上高于宽面中心位置。由图 4(b)可知，受非均匀冷却因素影响，铸坯宽向 1/8 位置的固相

点位置相较于宽向中心更加靠后，导致模拟工况条件下该位置在的两相区长度增加了约 1.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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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铸坯宽向不同位置(a)表面温度及(b)固、液相线位置变化趋势 

Fig.4 variation of the (a) slab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b) isotherms position of liquidus and solidus temperature 

 

图 5(a)、(b)对比了采用不同辊接触法所得铸坯宽向不同位置表面温度变化趋势。可以看到，采用两种

辊接触算法计算所得铸坯表面温度均能与相应铸流位置处的实测温度值很好吻合。这意味着在基于准确预

测铸坯表面温度变化而进行的二冷配水优化过程中，两种辊接触算法均可适用于铸坯表面温度场精准计算。

此外，由于等效辊接触算法将各冷却分区内所有辊坯接触过程导出传递热量等效为拉坯方向上均匀释放过

程，因此，采用该方法所得铸坯表面温度无瞬时波动性降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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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种辊接触算法计算所得(a)宽面中心及(b)宽面 1/8 位置表面温度变化趋势 

Fig. 5 Comparison of the predicted slab surface temperature of (a) wide surface center and (b) 1/8 width with two calculation method 

for roll contact 

 
表 1 对比了辊接触算法对预测铸坯凝固终点(固相点)位置及两相区长度影响趋势。可见，相较于真实

辊接触法，采用等效辊接触法预测的凝固终点(固相点)位置沿拉坯方向偏移了一定距离，且两相区长度相

应呈现出增长趋势。此外，与宽向中心位置相比，辊接触算法对预测宽向 1/8 位置的凝固终点位置及两相

区长度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引起：1)宽向 1/8 位置铸坯表面温度较高，辊坯间较大的温差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辊坯接触域内的冷却热流密度；2)宽向 1/8 位置凝固终点更加靠后，凝固终点之前，铸坯将

经历更多次的辊坯接触冷却过程，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辊坯接触所带走的铸坯热量。当前浇铸工况条件下，

与真实辊接触法相比，采用等效辊接触法预测的铸坯宽向 1/8 位置凝固点位置向后偏移了 0.87m，而两相区

长度增加了 0.74m。由上述分析可知，采用等效辊接触算法预测的凝固终点位置及两相区长度与采用真实

辊接触算法预测结果间存在比较明显偏差。因此，在基于准确预测铸坯凝固终点位置及两相区形貌制定合

理压下及电磁搅拌工艺参数过程中，应采用真实辊接触算法更加精准的预测铸坯凝固终点位置及两相区长

度。 

表 1 采用不同辊接触法所得固相点位置及两相区长度 

Tab. 2 Comparison of the predicted solidification end position and mushy region length with different calculation method for roll 

contact 

计算结果 
宽向中心 宽向 1/8 

真实辊接触法 等效辊接触法 真实辊接触法 等效辊接触法 

固相点位置，m 22.73 22.89 24.13 25.00 

两相区长度，m 12.12 12.22 13.46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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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1) 采用真实辊接触法计算所得铸坯表面温度会在辊坯接触域产生约 80℃的瞬时温降波动； 

(2) 宽厚板坯凝固传热沿其宽向具有明显非均匀特征，相比于宽向中心位置，其宽向 1/8 位置处铸坯表

面温度较高，凝固终点相对靠后且两相区较长； 

(3) 采用真实辊接触法及等效辊接触法均能比较精准预测铸坯表面温度，因此，在基于准确预测铸坯

表面温度变化而进行的二冷配水优化过程中，两种辊接触算法均可适用于准确计算铸坯表面温度场； 

(4) 与真实辊接触法相比，采用等效辊接触预测的凝固终点位置及两相区长度存在较大偏差，且宽向

1/8 位置偏差程度大于宽向中心位置。0.8m/min 条件下，采用等效辊接触法预测的凝固终点位置及两相区长

度相比于真实辊接触法分别沿拉坯方向偏移了 0.87m 及缩短了 0.74m。因此，在基于准确预测铸坯凝固终

点位置及两相区形貌制定合理压下及电磁搅拌工艺参数过程中，应采用真实辊接触算法更加精准预测铸坯

凝固终点位置及两相区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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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型结晶器内初凝坯壳热/力学行为研究 
牛振宇，蔡兆镇，朱苗勇 

（东北大学 材料与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漏斗型结晶器是 CSP 薄板连铸连轧生产线的心脏，其与铸坯之间的接触对铸坯表面质量等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邯钢 CSP 漏斗型结晶器结构，充分考虑了浇注过程中铜板与坯壳间的接触传热、铸坯凝固收缩等行为，

建立了结晶器-铸坯热/力耦合有限元模型。并基此研究了 4.0m/min 拉速条件下初凝坯壳凝固传热行为、坯壳的生长

规律、以及稳定工况下结晶器铜板的温度分布与热面的热流分布。研究结果表明，在现有漏斗型结晶器的设计下，

铸坯宽面角部缺乏结晶器铜板及时补偿，铸坯偏离角区域温度较高，易引发漏钢事故，不利于提高铸机拉速、增加

产量。 

关键词：CSP 结晶器；凝固传热；热/力学行为；角部裂纹 

Simulation on Thermal-mechanical Behavior of Thin Slab Shell in 

CSP Mold  

NIU Zhen-yu, CAI Zhao-zhen,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aterials &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AI 

Zhao-zhen, E-mail: caizz@smm.neu.edu.cn) 

Abstract：Funnel type mold is the heart of CSP continuous casting and rolling production line, whose 

contact with thin slab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urface quality of the steel production. In the present 

work, a mold-slab thermal mechanical finite element model based on the CSP mold geometry of Handan 

steel was developed, with consideration of contact heat transfer between slab and mold and shrinkage of 

solidified shell. Base on the model, many physical phenomenon during continuous casting at the steady 

speed of 4.0m/min were analyzed like solidification and heat transfer of initial solidified shell, increment 

of shell thickness, temperature and heat flux at the hot face of funnel mo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urrent design of mold and operation conditions, slab corner cannot get compensation form wide side 

copper plates as it solidify and shrink which increas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near corner and the 

probability of breakout, besides, the casting speed and steel production cannot be improved under that 

condition. 

Key words：CSP mold; solidification heat transfer; thermal mechanical behavior; corner cracks 

 

与传统厚板坯浇铸相比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具有产线短，投资小，能耗低，环境友好等优点，是未来

浇铸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1-3]。截至 2015 年底，世界范围内薄板坯连铸生产线的建造数量已超过 60 条，

总年产能达到 1.3 亿吨[4]。随着薄板坯浇铸技术的发展，企业对提高产能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以提高薄板坯

拉速为目标的生产技术成为冶金工作者们研究的重点，这些技术主要包括漏斗型结晶器内腔形状与冷却结

构优化[5]、电磁制动技术[6]、大通量浸入式水口[7]、保护渣技术[8]以及结晶器振动优化技术等。可以看出，

漏斗型结晶器作为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的心脏，也是限制铸机拉速的重要环节，如何改善坯壳在结晶器

内的传热，使结晶器下口处坯壳厚度在拉速增加的情况下保持不变是提高铸机产量的关键。由于漏斗型结

晶器的结构较为复杂，其传热特点与传统厚板坯连铸机有很大不同，目前，国内外对漏斗型结晶器内铸坯

凝固传热及变形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9]。 

由于浇铸过程属高温高危作业，传统的物理试验无法描述这一过程，目前，人们多采用仿真模拟对结

晶器内铸坯的热/力学行进行研究。本文中，作者基于邯钢 CSP 结晶器几何参数及现行工艺工况参数，建立

了铸坯-结晶器热/力耦合有限元模型，模拟了钢液在结晶器内凝固及传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行生产工

艺条件下漏斗形结晶器内铸坯温度场演变规律，坯壳的生长演变规律，及结晶器铜板的温度分布规律，为

优化结晶器结构，调整工艺参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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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建立 

考虑到漏斗型结晶器沿厚度方向、宽度方向均具有对称性，本文中选取结晶器的四分之一为研究对象，

如图 1 所示，结晶器窄面铜板宽度为 90mm，宽面铜板宽 1870mm，组装后内腔的最大厚度（结晶器上口处

漏斗内腔厚度）为 210mm，可用于生产厚度为 90mm，宽度为 1220mm 至 1680mm 的薄板坯。本文中模拟

的铸坯端面尺寸为 1250mm×900mm，结晶器单侧锥度为 5mm 结晶器有效高度为 1.02m(结晶器高 1.1m) ，

模拟钢种为 QSTE0TM，其主要成分列于表 1。 

935
45

60

 
图 1 结晶器几何尺寸 

Fig.1 Geometry parameter of funnel mold 

表 1 钢种成分 

Table 1 Steel composition 

钢种 C Si Mn P S V Ti Nb Als 

QSTE380TM 0.0475 0.022 1.004 0.015 0.0038 0.044 0.0013 0.009 0.0316 

 

基于能量守恒，凝固过程铸流内部的传热可由下列三维瞬时传热控制方程所描述 

s
s s s s s s s

fT T T T
L c

x x y y z z t t
    

           
       

           
 

式中，T 为温度，℃；t 为当前时间，s；λs 为钢的导热系数，W/(m·K)；ρs 为钢的密度，kg/m
3；Ls 为

凝固潜热，J/kg；cs 为钢比热，J/(kg·K)。其中，λs、ρs、Ls、cs 的值均为温度的函数。 

结晶器铜板内传热都下列控制方程描述 

m m m m m

T T T T
c

x x y y z z t
   

          
      

          
 

式中，λm 为铜板的导热系数，W/(m·K)；ρm 为铜板的密度，kg/m
3； cm为铜板比热，J/(kg·K)。其中，

λm、ρm、cm的值为常数。 

初凝坯壳在结晶器内的变形行为可由下列热弹塑性模型描述： 

       e p th           

式中，  为总应变张量； e 为弹性应变张量； p 为塑性应变张量； th 为热应变张量。 

考虑初凝坯壳在弯月面处形成，此时钢液未完全凝固，且流动性较好，沿铸流横截面的温度梯度较小，

因此，在计算过程中对弯月面处温度进行初始化，设定其为浇铸温度。铸坯拉速，及结晶器实际工艺操作

参数，列于表 2。 
 

表 2 工艺操作参数 

Table 2 Operational conditions 

工艺参数  

弯月面位置（距上口） 80mm 

拉速 4.0m/min 

结晶器进口水量 39℃ 

结晶器出口水温 50℃ 

宽面铜板水量 6600L/min 

窄面铜板水量 260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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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将上述工况工艺参数带入控制方程中，耦合分析铸坯凝固过程的传热行为及变形行为，和铜板的传热

行为，可得到漏斗型结晶器温度场分布、结晶器热流分布、铸坯温度场分布及坯壳生长情况。 

2.1  结晶器内腔温度 

漏斗型结晶器内腔温度分布如图 2 所示，其中，从图中可以看出，结晶器铜板热面各个位置处温度沿

拉坯方向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弯月面处初凝坯壳表面温度较高，导致与其接触的铜板热面温度也较

高，其中宽面铜板中心最高温度约为 620℃，靠近铸坯角部最高温度约为 352℃，窄面铜板中心最高温度约

为 511℃，角部最高温度约为 458℃。弯月面上部铜板未与坯壳接触，温度较低，其内部热流主要来源于弯

月面处高温铜板沿结晶器纵向的导热。坯壳自弯月面处生成后，受到结晶器铜板的持续冷却，其表面温度

迅速下降，导致与其接触的铜板热面温度也逐渐下降。此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受窄面铜板锥度补偿的

影响，窄面铜板与铸坯接触较好，铸坯与窄面铜板间的换热也较为充分，因此窄面铜板中心温度与角部温

度之差较小，相比而言，宽面铜板锥度为零，造成了铸坯偏离角区域的收缩未得到及时的补偿，铸坯角部

与宽面铜板间换热条件较差，最终导致宽面铜板上靠近铸坯角部区域温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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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结晶器热面温度分布（a）宽面铜板 （b）窄面铜板 

Fig.2 Temperature of mold (a) Wide side (b) Narrow side 

2.2 结晶器热面热流分布 

结晶器铜板热面热流密度分布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宽、窄面铜板热面不同位置处热流分布与

其对应温度分布相类似，不同位置处热流在弯月面附近达到最大，其中宽面中心处热流密度最大值约为

6.38MW/m
2，靠近铸坯角部处热流密度最大为 4.17MW/m

2，窄面中心处热流密度最大值约为 7.15MW/m
2，

角部最大热流密度约为 6.06MW/m
2。弯月面上部未与铸坯接触区域热流密度迅速下降，至结晶器上口处，

各个位置处沿漏斗内腔法相热流密度降为 0。自弯月面往下，各个位置处热流密度呈下降趋势，且其下降

速率逐渐减慢，至结晶器下口处，铜板与结晶器发生不稳定接触，致使此处热流密度急剧下降，最终，宽

面铜板中心及角部热流分别降至 1.66MW/m
2 和 0.12 MW/m

2，而，窄面中心及角部热流密度分别降至 1.87 

MW/m
2，0.88 MW/m

2。 

223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224 - 

0.0 0.2 0.4 0.6 0.8 1.0
0

1x10
6

2x10
6

3x10
6

4x10
6

5x10
6

6x10
6

7x10
6

8x10
6

0.0 0.2 0.4 0.6 0.8 1.0
0

1x10
6

2x10
6

3x10
6

4x10
6

5x10
6

6x10
6

7x10
6

8x10
6

(a)
热
流
密
度
，

W
/m

2

距结晶器上口距离，m

 宽面中心
 宽面角部

距结晶器上口距离，m

热
流
密
度
，

W
/m

2

(b)  窄面中心
 窄面角部

 

图 3 结晶器热面热流密度分布（a）宽面铜板 （b）窄面铜板 

Fig.3 Heat flux of mold (a) Wide side (b) Narrow side 

此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宽、窄面铜板中心处热流在距结晶器上约口 0.45m 位置分别突然下降了 0.12 

MW/m
2 和 0.14 MW/m

2，这是由于宽、窄面中心处液渣层在此处完全凝固，铸坯与渣层间的界面热阻突然

增大，使得此处热流密度发生突然下降。受二维传热影响，铸坯角部温降速率大于宽、窄面中心，使得角

部液渣先于宽、窄面中心处液渣完成凝固，因而角部热流密度先于宽、窄面中心发生突变，其突变位置据

结晶器上口约 0.39m。 

2.3  薄板坯温度分布 

图 4为结晶器内铸坯表面不同处温度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弯月面处铸坯宽、窄面中心及角部温度

基本相同，均为 1517.7℃，随着浇铸的进行，弯月面出生成的初凝坯壳随铸流向下移动，铸坯表面开始下

降，且降温过程中各个位置处的温降速率均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至结晶器下口，铸坯宽、窄面中心处表

面温度约为 904℃，角部温度约为 813.2℃。此外，图 4 显示在结晶器上部铸坯角部温降速率远大于宽、窄

面中心，这是由于结晶器上部铸坯表面温度较高，铸坯与结晶器之间存在一定厚度的液渣层，使得坯壳与

结晶器之间的传热较为充分，铸坯角部受二维传热影响，温降速率较大。至结晶器中下部，铸坯角部持续

收缩，且未受到来自宽面铜板的补偿，致使铸坯角部与宽面铜板之间形成气隙，其温降速率明显减小，逐

渐与宽、窄面中心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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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铸坯表面温度 

 Fig.4 Temperature of slab surface 

 

2.4  坯壳生长规律 

漏斗结晶器内薄板坯宽、窄面中心处坯壳厚度增长曲线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现行工艺条件下，

坯壳在最先在弯月面处形成，而后，随着铸坯向下运动，初凝坯壳在漏斗结晶器的持续冷区作用下逐渐增

厚，且其增长速度呈逐渐减小的趋势。此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薄板坯宽面中心与漏斗结晶器宽面铜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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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较为充分，使得此处坯壳厚度增长较快，而窄面铜板具有一定锥度补偿，使得在铸坯窄面震动过程中未

能与结晶器窄面铜板充分接触，因而此处坯壳生长速度稍慢于宽面中心处。至结晶器下口处，宽面中心处

坯壳厚度约为 11.5mm，而窄面中心处坯壳厚度为 9.0mm，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应注意窄面铜板与铸坯间

的传热，防止铸坯出结晶器时，窄面坯壳厚度过薄，以致发生漏钢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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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坯壳厚度 

Fig.5 Shell thickness 

3  结  论 

1)连铸生产过程中漏斗结晶器内腔热面温度分布不均，宽面铜板存在一定的锥度补偿，因而与铸坯接

触较好，铜板中心与角部温差较小，宽面铜板锥度为零，角部与中心温差较大，最大处约为 250℃。 

2)角部受二维传热作用，温降较大，至结晶器下口处角部温度约为 800℃。 

3)由于窄面铜板存在一定锥度补偿，使得结晶器在振动过程中，与铸坯之间发生不稳定接触，影响了

与铸坯窄面之间的传热，导致结晶器下口处窄面中心处坯壳较薄，其厚度约为 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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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坯连铸凝固末端电磁搅拌数值模拟研究 
姜东滨，王卫领，罗森，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通过耦合多相凝固模型与电磁场的模型，研究 160 mm×160 mm 方坯连铸凝固末端电磁搅

拌对中心偏析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铸坯中心偏析主要受搅拌电流强度和液相穴宽度影响，而受

到搅拌速度影响较小。液相穴宽度为 73 mm 时，随着搅拌电流强度的增加，铸坯中心偏析连续降

低。当液相穴宽度降低至 61 mm 时，在相同搅拌电流强度条件下中心偏析明显改善，然而在较大

电流时，铸坯中心偏析反向上升，这是由于旋转流动作用下富集溶质向铸坯中心聚集和等轴晶粒

的径向迁移造成。当液相穴宽度减小至 43 mm 时，末端电磁搅拌改善效果更为明显。液相穴宽度

为 25 mm 时，铸坯中心溶质元素逐渐富集，电磁搅拌对中心偏析的改善程度较小。 

关键词：方坯连铸；凝固；电磁搅拌；中心偏析 

Center Segregation Improvement with Final Electromagnetic Stirring 

in Billet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JIANG Dong-bin, WANG Wei-ling, LUO Sen,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Abstract: Coupling the multiphase solidification model with the electromagnetic model, the effect of 

F-EMS parameters on center segregation improvement in 160 mm×160 mm billet continuous casting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irring velocity is not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e center 

segregation improvement, which is more affected by current intensity and stirring pool width. Because 

solute transport is controlled by solidification rate as stirring pool width is 73 mm, center segregation 

declines continuously with current intensity increasing. As liquid pool width decreases to 61 mm, the 

center segregation could be improved more obviously by F-EMS. Due to the solute enrichment and liquid 

phase accumulation in the stirring zone, center segregation turns to rise reversely with higher current 

intensity and becomes more serious with liquid pool width further decreasing to 43 mm. As stirring pool 

width is 25 mm, positive segregation has already formed and the solute could still concentrate with weak 

stirring, leading to center segregation deterioration. 

Key words: billet continuous casting; solidification; F-EMS; center segregation 

 

钢在凝固过程中，由于溶质元素在固、液相中溶解度的差异，不断地从固相中排除而富集于枝晶间形

成微观偏析。连铸过程中，由于受到热浮力、溶质浮力、晶粒沉淀和机械变形等条件的影响，排出的溶质

元素长距离传输而形成宏观偏析。铸坯形成的宏观偏析在后续的轧制和热处理过程中根本无法完全消除，

严重影响了钢材的机械性能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1]。凝固末端电磁搅拌技术是通过产生的电磁力，驱动两

相区钢液的流动，促进熔体温度降低和溶质的均匀分布，从而达到改善铸坯中心偏析的目的。 

在末端电磁搅拌研究方面，众多学者采用实验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Mizukami 和

Komatsu 等[2]在实验室铸锭凝固过程中施加电磁搅拌，驱动两相区钢液流动，发现 V 型偏析明显减弱，而

足够数量的等轴晶粒是阻止偏析形成的前提条件。该学者指出电磁搅拌最佳阶段为晶粒沉淀开始（固相率

为 0.1），搅拌速度应控制在 10~20 cm/s。Suzuki 和 Shinsho 等[3]同样在铸锭凝固过程施加电磁力，实验模

拟连铸凝固末期电磁搅拌对中心偏析和疏松的改善效果。研究认为铸锭以非柱状晶凝固时，液相穴宽度应

为 30~50 mm，弱磁感强度和间歇式搅拌模式能够有效地减轻 V 型偏析，而强搅拌促进残余的溶质元素的

富集。Ayata 和 Mori 等[4]采用实验室研究与工业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组合式电磁搅拌对溶质偏析的影

响。该学者认为低碳钢浇注适合采用结晶器电磁搅拌，中碳和高碳钢应采用结晶器和凝固末端电磁搅拌的

组合形式。Oh 和 Chang
[5]采用工业试验研究电磁搅拌对铸坯宏观偏析的影响，并在连铸结束时加入金属铅

测定铸坯凝固终点，认为二冷区与凝固末端电磁搅拌组合模式有利于大方坯宏观偏析改善，而小方坯适合

采用结晶器、二冷区、凝固末端电磁搅拌组合模式。王韬和陈伟庆等[6]研究 SWRH82B 钢 150 mm×150 mm

方坯凝固末端电磁搅拌对中心偏析的影响，认为搅拌电流强度和频率的增加，中心偏析呈现出先减小后增

大的趋势，搅拌参数为 160 A 和 6 Hz 时，铸坯中心偏析最小。Li 和 Wang 等[7]采用二维凝固模型计算了方

坯凝固进程，获得了搅拌器处的铸坯坯壳厚度和固相率，结合工业试验确定了搅拌参数，有效地改善铸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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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偏析和疏松。孙海波和张家泉[8]建立三维和二维混合模型，研究了轴承钢方坯连铸电磁搅拌作用下钢

液流动和溶质传输行为。由于末端电磁搅拌未能充分驱动钢液流动，对溶质偏析改善有限。随后孙海波等
[9]模拟研究拉坯速度对铸坯内部质量的影响，当末端电磁搅拌位置固定时，随着拉速的增加，铸坯中心偏

析和缩孔呈现出先减小后升高的趋势。 

连铸电磁搅拌过程中，同时涉及钢液流动、凝固传热、溶质传输等现象，凝固行为非常复杂。由于钢

凝固过程的不透明性，实验或工业试验很难深入了解电磁搅拌作用下两相区传输行为。采用凝固传热、熔

体流动和溶质偏析模型未能实现多物理场的相互耦合，不能充分描述两相区钢液的凝固现象。普遍采用的

连续介质模型将两相区简化处理为多孔介质区，无法考虑固相与液相间的相对流动。本文耦合建立了多相

凝固模型和电磁场模型，研究方坯连铸凝固末端电磁搅拌作用下钢液流动和溶质传输行为，分析电磁搅拌

参数和搅拌位置对铸坯中心偏析的影响规律。 

1. 数学模型的建立 

多相凝固模型同时考虑了液相流动、凝固传热、溶质传输、晶粒形核和生长行为，能够耦合微观和宏

观传输现象，目前该模型主要应用在铸锭的凝固过程，在连铸应用过程较少。多相凝固模型的理论工作在

前人研究中已经充分说明[10-11]，不再叙述。 

本文将多相凝固模型与电磁场模型耦合模型[12-13]，研究了连铸凝固末端电磁搅拌作用下两相区钢液流

动与溶质偏析行为。模型耦合过程中，将电磁场模型计算结果加入到多相凝固模型中，如关系式(1)~(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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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为时间，单位为 s；fl为液相率，fe为等轴晶相分数；ul是液相移动速度，单位为 m/s；ue是等轴晶

相移动速度，单位为 m/s；P 是压力，单位为 Pa；Tref是参考温度，单位为 K；cref溶质参考浓度；βT和 βc

分别为热膨胀系数和溶质膨胀系数；Fmag 为电磁力，单位为 N/m
3；Δρ 是固相与液相间的密度差，单位为

kg/m
3；g 是重力加速度，单位 m/s

2；μt,m是湍流粘度，μe 是等轴晶相粘度，μl是液相黏度，单位为 Pa·s；Fu

为转换方程。 

2. 结果与分析 

2.1 搅拌电流强度的影响 

末端电磁搅拌器安装在距弯月面 7.6 m 处，此时铸坯已经形成一定厚度的坯壳，而铸坯芯部仍然为液

相，如图 1(a)所示。在电磁力驱动作用下，两相区中钢液进行旋转流动，促进凝固潜热的释放和溶质元素

的传输。随着电流强度的增加，两相区搅拌速度明显加快，在糊状区和多孔介质区交界处达到最大值。由

于多孔介质区的流动阻力较大，钢液的流动速度明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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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末端电磁搅拌器处铸坯横截面液相分布(a)和搅拌速度沿横向分布(b) 

Fig. 1 Liquid fraction and fluid flow pattern (a), and the stirring velocity (b) in the F-EMS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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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末端电磁搅拌器处液相温度和溶质浓度沿拉坯方向分布(a)，以及等轴晶粒的径向迁移行为(b) 

Fig. 2 liquid temperature and solute concentration along the casting direction (a), and schematic of grains 

transport with rotational flow (b) 

 

在电磁搅拌作用下，两相区钢液温度明显减小，并随着搅拌强度的增加，温度降低程度增加，如图 2(a)

所示。电磁搅拌过后，加快了钢液的凝固速度，减小铸坯中心偏析的产生。然而，液相流动的同时，铸坯

中心液相溶质浓度明显增加。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有等轴晶多孔介质区的液相溶质浓度很高，

钢液的流动促进了排出溶质元素扩散传输，偏析的液相在铸坯中心扩散；二是由于固相密度比液相密度大，

钢液旋转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附加离心力，促进贫瘠晶粒的径向迁移，同时溶质富集的液相在铸坯中心聚

集。 

随着搅拌电流强度的增大，铸坯中心偏析现出降低的趋势，这主要是旋转电磁搅拌促进了中心温度的

降低，增加了搅拌过后钢液的凝固速率。当电流强度增加到 400 A 后，继续增加搅拌电流强度，铸坯中心

偏析出现缓慢增加的趋势。主要是由于溶质元素的对流扩散和贫瘠晶粒的径向迁移，促进了溶质富集液相

在铸坯中心的聚集。图 3(b)为末端搅拌电流为 400A 时铸坯横截面溶质偏析分布。负偏析区域 A 是由于结

晶器电磁搅拌造成的，区域 B 是由于晶粒沉淀和热浮力流动造成。随着溶质在液相穴中聚集，逐渐形成中

心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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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电流强度时铸坯中心碳偏析(a)和电流为 400 A 时铸坯横截面溶质偏析(b) 

Fig. 3 The calculated and measured carbon segregation with different current intensities (a) and the solute 

segregation in the cross section with current intensity set at 400 A 

2.2 液相穴宽度的影响 

连铸凝固末端电磁搅拌过程中，搅拌器的安装位置决定了液相穴的宽度，间接地影响了两相区钢液的

传输行为和中心偏析的改善效果。本节将电磁搅拌器沿铸坯向前或向后推移，研究搅拌电流强度为 400 A

和 6 Hz 时，不同液相穴宽度对两相区的钢液流动和溶质传输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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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两相区宽度的液相率和流动行为 

Fig. 4 Fluid flow and liquid fraction in the cross section with different stirring pool widths 

 

将末端电磁搅拌器分别安装在距弯月面距离 6.6 m、7.6 m、8.6 m 和 9.6 m 处，铸坯中心液相穴宽度分

别为 73 mm、61 mm、43 mm 和 25 mm，如图 4。在电磁力的驱动作用下，凝固坯壳显然无法移动，仅有

两相区的钢液能够旋转流动，冲刷凝固界面前沿。随着搅拌器的向后推移，铸坯坯壳厚度逐渐增加，液相

穴的宽度逐渐减小，而铸坯中心液相率仍然较高。当搅拌安装在 9.6 m 时，芯部钢液逐渐接近凝固，能够

移动的熔体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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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液相穴宽度时搅拌速度沿铸坯横向的分布 

Fig. 5 Liquid stirring velocity along the transverse direction with different stirring pool widths 

图 5 为电流强度为 400 A，不同液相穴宽度时，液相搅拌速度沿铸坯横向方向的分布。随着搅拌器逐

渐向后推移，铸坯两相区的宽度明显减小。在相同搅拌电流条件下，钢液流动速度明显降低。当两相宽度

从 73 mm 减小到 25 mm 时，最大搅拌速度从 0.139 m/s 降低至 0.011 m/s，降低幅度非常明显。这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两相区液相率的降低导致熔体粘度的增加，熔体流动速度明显减慢。二是由于液相穴

半径减小，电磁力随着径向距离的减小明显降低，搅拌速度的显著下降，影响了铸坯中心偏析的改善效果。 

随着距结晶器弯月面距离的增加，铸坯中心偏析逐渐增大，在电磁搅拌位置处的中心偏析明显上升。

这主要是由于电磁力驱动两相区流动，促进多孔介质区偏析溶质的扩散传输与等轴晶粒径向迁移，导致了

溶质富集的液相在铸坯中心聚集。当液相穴宽度为 73 mm 时，两相区宽度较大，多孔介质区排出的溶质元

素能够充分稀释。尽管搅拌速度较大，中心偏析在搅拌器区增加缓慢。然而，由于液相蕴含热量较多，电

磁搅拌过后仍有大量的潜热需要释放，凝固后期中心偏析仍然明显上升。当液相穴宽度降低为 61 mm 时，

液相穴中能够稀释排出溶质的液相减小，因此溶质浓度在搅拌区内增加明显。然而电磁搅拌过后，溶质增

加程度显著减缓，从而凝固铸坯的中心偏析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随着电磁搅拌器的向后推移，液相搅拌

宽度降低为 43 mm 时，在末端电磁搅拌作用下，溶质浓度上升更为明显。这是由于液相穴残余的液相很少，

多孔介质区排出的溶质元素稀释空间有限，从而导致较大电流条件下，铸坯中心溶质浓度上升明显。随着

搅拌器继续向后推移，铸坯中心偏析逐渐形成，在末端电磁搅拌对偏析改善影响效果较小。因此末端电磁

搅拌器位置应该在 7.6 m 处，液相穴宽度应为 61 mm，铸坯中心偏析改善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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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液相穴宽度时铸坯中心偏析沿拉坯方向的演变 

Fig. 6 Center segregation evolution along the casting direction with different stirring pool widths 

2.3 搅拌电流强度和液相穴宽度双重影响 

将末端电磁搅拌器分别推移至 6.6 m、7.6 m、8.6 m、9.6 m 处，电流强度分别设定为 320 A、360 A、

400 A 和 440 A 时，研究两相区钢液流动和溶质传输行为，深入研究搅拌强度和液相穴宽度对铸坯中心偏析

的改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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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液相穴宽度和搅拌电流条件下的最大搅拌速度 

Fig. 7 Maximum stirring velocities with different stirring pool widths and current intensities 

图 7 为不同电流强度和液相穴宽度条件下，凝固前沿的最大搅拌速度变化情况。末端电磁搅拌器安装

在距离弯月面 6.6 m 时，液相穴宽度为 73 mm，随着电流强度的增加，搅拌速度明显的增大。主要是由于

液相穴较宽，钢液的粘度较小，搅拌器诱导产生的电磁力能够强有力地驱动两相区钢液旋转流动。随着搅

拌器的向后推移，液相穴的宽度逐渐减小，相同电流条件下，搅拌速度显著降低。当搅拌器推移至 9.6 m

时，两相区宽度仅为 25 mm，残余的液相很少，流动阻力明显增大，此时搅拌电流强度的增加对搅拌速度

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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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液相穴宽度和搅拌电流条件下的铸坯中心偏析改善情况 

Fig. 8 Strand center segregation with different stirring pool widths and current intensities 

 

图 8 为不同电流强度和液相穴宽度条件下，铸坯中心偏析的变化规律。当搅拌器安装在距弯月面 6.6 m

处时，液相宽度为 73 mm，随着电流强度的增加，铸坯中心偏析呈现连续降低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铸坯

两相区较宽，高温钢液蕴含的凝固潜热较多，电磁搅拌的作用下钢液温度得到明显的降低，促进中心偏析

的改善。当液相穴宽度减小至 61 mm 时，两相区钢液蕴含的热量明显减少，电磁搅拌过后铸坯凝固时间显

著缩减，在相同电流条件下中心偏析得到明显改善。然而，在较大搅拌电流条件下，铸坯中心偏析有一定

回升趋势，主要是由于钢液流动促进等轴晶多孔介质区偏析溶质元素向铸坯中心扩散传递，以及附加离心

力作用下等轴晶粒的径向迁移，促进溶质富集液相在铸坯中心的聚集。当两相区宽度减小到 43 mm 时，铸

坯两相区溶质浓度在较大电流条件下上升更为明显。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铸坯凝固的进行，

在进入末端电磁搅拌区时，中心溶质元素已经积累一定程度；二是由于液相穴宽度的减小，导致排出溶质

元素在液相穴中稀释空间有限，从而导致中心偏析有明显的上升。当液相穴宽度继续减小至 25 mm 时，铸

坯在进入搅拌器时液相溶质元素已经富集，中心偏析逐渐形成。在电磁搅拌作用下，钢液流动速度较小，

对晶粒分布和溶质传输影响相对较小，此时铸坯中心偏析的改善并不明显。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末端搅

拌器处液相穴宽度和电磁搅拌强度同时影响了铸坯中心偏析的改善情况，当两相区宽度为 73 mm、61 mm、

43 mm、25 mm 时，最佳搅拌参数分别为 440 A、400 A、400 A 和 360 A。 

3. 小结 

本文耦合电磁场模型和连铸多相凝固模型，分析了凝固末端搅拌电流强度和液相穴宽度对铸坯中心偏

析的影响规律，主要得到以下几条结论。 

(1) 铸坯中心偏析受到搅拌电流强度和液相穴宽度影响较大，而与搅拌速度的影响较小。当液相穴宽

度为 73 mm 时，随着电流强度的增加铸坯中心偏析连续降低，主要是由于两相区蕴含潜热较多，电磁搅拌

促进铸坯中心温度的降低，加快了铸坯后期的凝固速率。 

(2) 当两相区宽度降低至 61 mm 时，在相同电流条件下铸坯中心偏析改善更为明显，然而在较大电流

时中心偏析反向上升，这是由于旋转流动作用下，溶质向铸坯中心聚集和等轴晶粒径向迁移造成。当液相

穴宽度减小至 43 mm 时，此种增加趋势更为明显。 

(3) 液相穴宽度为 25 mm 时，铸坯在进入搅拌器时中心溶质元素已经富集，此时液相穴宽度较小，电

磁搅拌对中心偏析的改善程度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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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板坯连铸过程中过热度对宏观偏析的影响 
关锐，祭程，朱苗勇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摘  要：针对目前连铸厚板坯内部中心偏析严重的问题，通过耦合湍流流动模型、凝固传热模型与溶质偏析模型，

采用有限体积法定量分析了不同过热度对其宏观偏析的影响。结果表明：降低浇铸过热度可以显著改善铸坯的中心

偏析，提高铸坯内部质量。 

关键词：厚板坯连铸；有限体积法；过热度；宏观偏析 

Effect of superheat on macrosegregation of thick slab in continuous 

casting 

GUAN Rui, JI Cheng, ZHU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JI Cheng, E-mail: 

jic@smm.neu.edu.cn) 

Abstract：Coupling fluid flow, macro-scale heat transfer and solute transport, a volume-averaged 

two-phase model for transport phenomena was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solidification structure and 

macro-segregation in thick slab continuous casting with different superhea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central segregation is found to be decreased with the decrease of superheat. This phenomenon 

can be attribut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ick slab. 

Key words：thick slab continuous casting; finite volume method; superheat; macro-segregation 

 

连铸厚板坯广泛应用于国防、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军工、石油化工、重型机械等领域，与此同

时，对钢铁材料的质量和尺寸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连铸坯厚度尺寸的增加，其内部冷却条件明显恶

化，凝固组织中柱状晶发达，导致铸坯凝固末端中心偏析尤显突出[1]。日本学者 Kojima 等人指出，连铸坯

内部的中心偏析问题会严重的影响成品钢材的机械性能[2]。而且，在连铸坯中的宏观中心偏析问题并不能

通过后续的轧制工艺及热处理工艺予以解决[3]。因此，解决厚板坯的中心偏析问题，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厚

板坯的需求，提高厚板坯的质量已经成为了目前企业亟需研究和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为了解决连铸坯凝固末端中心偏析严重的问题，本文建立了二维铸坯的凝固和溶质传输模型，利用

Fluent 软件对全流程下的连铸坯凝固及溶质传输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浇铸过热度对连铸坯凝固末

端偏析行为的影响，并提出了合理的连铸机浇铸过热度。 

1  数学模型 

1.1  基本假设 

为了提高连铸厚板坯模拟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针对 Fe-C 二元合金并结合相应的连铸工艺特点，做

出如下假设： 

1) 忽略了铸机支撑辊及铸坯宽度对铸坯传热的影响； 

2) 用 Boussinesq 方法近似自然对流[4]； 

3) 忽略凝固收缩和应力的影响，将钢液视为不可压缩流体； 

4) 钢的热物性参数仅与温度有关，与空间位置无关[5,6]。 

1.2 能量方程 

模拟实验中所计算钢种的总焓等于显焓与潜热之和，其表达式如下所示[7]： 

HhH                               （式 1） 


T

T
pref

ref

dTchh                           （式 2） 

其中： refh 为参考焓（自定义）； refT 为参考温度（自定义）； pc 为定压比热。 

对于连铸过程中的凝固现象，能量方程可以被表示如下： 

233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234 - 

    STkHvH
t













 

                 （式 3） 

其中： H 为总焓；  为密度；


v 为钢液的流动速度； S 为源项（本文中 0S ）。 

1.3 动量方程 

实验中采用“焓-多孔度”技术模拟流体的凝固和熔化过程，其将凝固糊状区域处理为一个多孔介质。

在全固相区域，多孔度为 0；在全液相区域，多孔度为 1。“焓-多孔度”技术通过在动量方程中添加一个负

的源项来模拟凝固过程中固相的出现引起的压力降。糊状区内由于孔隙度降低引起的动量损失由下式表示： 

 
  

















pmush vvAS



3

2
1

                      （式 4） 

其中：  是液相体积分数； 为常数，取 0.001；
mushA 为糊状区域常数；



pv 为铸坯的拉速。 

1.4 溶质传输方程 

连铸坯凝固过程中，溶质从固相进入液相中，这个扩散过程被固液界面处的溶质分配系数所决定。对

于 Scheil 定律，溶质传输方程如下[8]： 

      cllsplll SYDYvYvY
t



















 

 1      （式 5） 

其中：
lY ，

sY 分别为液相和固相的质量分数；


lv ，


pv 分别为液相速度和铸坯的拉速；
lD 为溶质的扩散系

数。 

2  数值计算 

2.1 模型的建立及边界条件的确定 

本文建立了断面尺寸为 mmmm 20000300  的厚板坯二维模型，如图 1，主要网格尺寸为 mmmm 33  ，

结晶器壁面和二冷区进行近壁面网格细化处理，网格总数为 185900。其中，区域 A 为浸入式水口；B 为结

晶器弯月面轮廓；C 为结晶器壁面；D 为二冷区喷淋冷却区域；E 为连铸坯出口。模拟选用的材料热物性

参数如表 1 所示，实验过程选用的参数如表 2 所示。 

 

图 1 连铸坯计算区域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for strand 

表 1 材料热物性参数[9,10] 

Table.1 Physical properties parameters for simulation 

项目 单位 参数 

液相密度/固相密度    -3-3

L mkgmkg  s  7050/7325 

液相比热/固相比热    1111 





  KkgJcKkgJc spLp  808.25/808.25 

液相热导率/固相热导率    1111   KmWkKmWk SL  29/35 

液相动态黏度  11   smkgL  0.0059 

液相线斜率  1 pctwtKm  -80 

初始碳的浓度 0c  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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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扩散系数  12  smDL
 8102   

溶质分配系数 k  0.45 

 

表 2 实验过程参数 

Table.2 Process parameters for simulation 

项目 单位 参数 

模型尺寸 mm  300 2000 

结晶器长度 mm  500 

水口直径 mm  30 

铸速 m/s 0.03 

2.2 实验方案的建立 

在本次实验中，仅仅考虑了钢中溶质碳的偏析行为，原因如下：第一钢中 Si、Mn、P、S 的偏析行为

与碳相类似[11,12]，第二对于本次实验模拟的高碳钢来说，碳的偏析行为是最主要的关注点。实验将模拟不

同浇铸过热度对连铸坯凝固末端的碳偏析行为的影响。 

3  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当拉坯速度为 1.8 minm 时，运用此模型对高碳钢（ pctwtc  85.00
）在不同过热度下的凝固末端

偏析情况进行模拟。 

过热度为 10℃、20℃、30℃的情况下进行模拟，在不同过热度下的凝固末端偏析情况模拟结果如图 2

所示： 

Mass 

Concentration,

wt%  

 

mxt 20~1530  ℃，  

 
mxt 20~1520  ℃，  

 
mxt 20~1510  ℃，  

图 2 不同过热度下的连铸坯凝固末端偏析形貌 

Fig.2 Macrosegregation contours depending on different superheat at the end of st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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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过热度下的连铸坯凝固末端偏析分布图 

Fig.3 Macrosegregation profiles depending on different superheat at the end of strand 

 

由图 2 可以看出，随着浇铸过热度的增加，连铸坯凝固末端的中心宏观偏析明显增加。其偏析云图显

示，铸坯中的 C 元素在凝固末端的中心呈现明显的不连续“V”型分布，并产生明显的中心宏观正偏析，

在铸坯的边缘，铸坯中的 C 元素在凝固末端产生了条状的负偏析。具体而言，如图 2 所示，这种偏析是由

多个“V”字上下交织、嵌套在一起，各个“V”字粗略的呈相互平行的关系。对于“V”型正偏析的形成，

Suzuki & Miyamoto
[13]解释为在钢水静压力的作用下，由于虹吸作用，中心处的裂纹会被固液界面的高浓度

钢水所填充，形成裂纹通道内部富集溶质带，即“V”型偏析带。图 3 显示出不同浇铸过热度下，距离结

晶器水口 17m 处的凝固末端断面 C 偏析分布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浇铸过热度从 30℃降低到 10℃时，

连铸坯中心处的碳质量分数从 pctwt 18.1 降低到 pctwt 06.1 。伴随着中心正偏析的出现，在临近中心的

区域出现了正偏析和负偏析共存的现象，在靠近表面的区域，存在着微弱的负偏析。从实验结果上可以推

断出，在厚板坯的连铸过程中，采取低过热度浇铸有助于解决铸坯凝固末端的中心偏析问题。 

4  结  论 

1) 铸坯中的 C 元素在凝固末端的中心呈现明显的不连续“V”型分布，并产生明显的中心宏观正偏析，

在铸坯的边缘，铸坯中的 C 元素在凝固末端产生了条状的负偏析。 

2) 当浇铸过热度从 30℃降低到 10℃时，连铸坯中心处的碳质量分数 pctwt 18.1 降低到 pctwt 06.1 。 

3) 在厚板坯的连铸过程中，采取低过热度浇铸有助于解决铸坯凝固末端的中心偏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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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i 钢凝固过程微合金二相粒子析出行为研究 
安家志 蔡兆镇 牛振宇 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含 Nb/Ti 钢铸坯凝固过程前沿具有明显的 Nb、Ti 合金元素晶界微观偏析现象，且其二相粒子主要以复合

碳氮化物形式析出。铸坯凝固二相粒子的析出形貌、尺寸以及分布对钢组织高温热塑性影响显著，易引发连铸坯表

面裂纹缺陷。本研究通过建立凝固过程溶质微观偏析和 TiN 析出热力学模型、以及奥氏体中碳氮化钛与碳氮化铌

复合析出模型，对 Nb/Ti 钢铸坯凝固过程两相区及奥氏体中二相粒子析出热力学与动力学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

受 Ti 等溶质微观偏析影响，TiN 主要于凝固前沿析出，且其析出量一定程度降低了奥氏体组织中二相粒子开始析

出温度与不同形核机制下的“鼻子点”温度；高温奥氏体组织碳氮化钛以及碳氮化铌在晶界形核与位错形核机制下的

“鼻子点”温度分别是 1318℃、1138℃和 910℃、752℃，快速控冷对应“鼻子点”温度下的钢组织有利于改善含 Nb/Ti

钢铸坯凝固过程原奥氏体组织晶界高温热塑性。 

关键词：微合金钢；二相粒子；晶界形核；热力学与动力学 

Study on Precipitation Behavior of the Second Phase of Nb-Ti 

Microalloyed Steel 

An Jia-zhi Cai Zhao-zhen Niu Zhen-yu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 

Abstract：Microalloying Elements Nb and Ti at Solidification front have obvious segregation in grain 

boundary of Nb-Ti Microalloyed Steel and the second phase particles precipitate mainly with complex 

carbonitride. The precipitation morphology,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billet solidified two-phase 

particl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high temperature thermal plasticity of the steel structure, which 

can easily lead to the surface crack defects of the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In this study, we establish a 

thermodynamical model of solute microsegregation and TiN precipitation in the solidific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the precipitation model of titanium carbonitride and niobium carbonitride in austenite, and the 

thermodynamics and kinetics in solidification and austenite a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iN 

mainly precipitate at the front of solidification due to the microsegregation of Ti and N, and the 

precipitation rate decrease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wo - phase particles in the austenite and the "nose" 

temperature under different nucleation mechanisms. PTT curve of Ti(C,N) and Nb(C,N) under different 

mechanisms like grain boundary, dislocation appear C characteristics. temperature of nose point under the 

different mechanism are 1318℃, 1138℃ and 910℃, 752℃. 

Key words: microalloyed steel; the second phase particles; nuclear in grain boundary; kinetics and the 

thermodynamics 

 

微合金钢尤其含铌、钛钢在连铸过程极易产生角部横裂纹缺陷[1-3]。研究认为第二相粒子于铸坯角部组

织晶界的大规模析出，弱化其晶界强度是造成微合金钢连铸坯角部裂纹频发的关键因素[4-5]。根据该裂纹产

生机理，国内外研究学者对铸坯凝固过程微合金碳氮化物析出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应用效

果，但大多集中在轧制领域[6-8]。然而，由于连铸生产过程，铸坯凝固传热控制十分复杂，目前针对实际连

铸生产过程微合金钢凝固二相粒子析出行为及其对组织演变的影响规律研究尚不十分系统，有待于进一步

开展深入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凝固过程中溶质微观偏析模型和 TiN 在液相中析出的耦合模型和奥氏体中碳氮化物的复

合析出模型，系统揭示微合金钢凝固过程二相粒子热力学与动力学行为规律，研究获得铸坯凝固过程中二

相粒子弥散析出的生产工艺。 

1.  凝固两相区溶质微观偏析和 TiN 析出耦合模型 

1.1 溶质扩散模型假设 

本文以 Ueshima
[9-10]枝晶形貌溶质微观偏析模型做出如下假设： 

枝晶横截面与纵截面的形貌如图 1 所示，其中在凝固过程中，枝晶横截面形状保持六边形生长，直到

完全凝固。忽略枝晶沿轴向方向上在液体和固体中的扩散，溶质元素在液相中均匀分布，在固相中部分扩

散，相界面处保持平衡状态。忽略凝固过程中的温度波动，枝晶横断面温度均匀分布，仅随着冷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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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化。随着钢液凝固过程的进行，将会出现液相、高温铁素体相、奥氏体相等多相共存的状态，其界面

的移动由溶质元素浓度和温度共同决定 

o

M

N

o

M

N

H N0 N1 X

δ γ L

δ

γ

L

(a) (b)
 

图 1 微观偏析模型示意图 (a) 枝晶的横截面 (b) 研究所选取的枝晶横截面部分 

Fig 1 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microsegregation model (a) transverse cross sections of dendrites (b) part of 

transverse cross sections of dendrite to be analyze 

根据模型的假设，考虑到正六边形具有对称性，我们取其中一个三角形为研究对象。由于正六边形的

对称性，我们取枝晶模型的 1/6 为研究对象，并将该区域等间距的划分为 100 个计算单元，如图 2.1(b)所示。

溶质元素在各相及各相界面的扩散控制方程如下所示： 

1. 在 （1 Hi  ）或 （
0H i N  ）相中溶质扩散控制方程： 

1 1 1( ) ( )j j j j j j j

i i i i i i i

i

C L C C L C C
D

t A x

     


 
                            (1) 

2. 在枝晶的中心处（ 相，i=1） 

 1 2 1

1

l
L C CC

D
t A x

 





 

                                    (2) 

3. 在  界面处（ 相 i=H， 相 i=H+1） 

   
 

1 2 1 1 1

/

1

=
H H H H H HH

H H

D L C C D L C CC

t A A k x

     

 

    



  

  
                     (3) 

4. 在 l 界面处，根据固液两相溶质守恒可得： 

 

0 1

1 1

0

1 N

0 1 1

/

1 1

/ A
N

i i il i i

N Nl

i i ii N i

C C A
C

k A A A



 

  






 

 
    

                           (4) 

以上各式中：i 为每个单元的编号；Li为单元 i 对应的三角形的边长；Ai为对应的面积； x 为相邻两

节点之间的距离； t 为时间步长；编号 H 代表  处的节点；编号 M 代表 l 处的节点；N 表示总的单

元个数。 

在实际连铸生产过程中，二次枝晶间距与冷却速率和碳含量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采用 Won
[11]验结果回

归的二次枝晶间距表达式： 

  0.4935 6= 169.1 720.9 10C Rw C           0 0 . 1 5Cw              (5) 

式中： RC 为冷却速度， C/s 。 Cw 为碳的质量百分含量，%。 

结晶器内的冷却速度是实际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参量，不仅影响凝固过程的凝固速率，也和溶质元素的

扩散量密切相关。本文鉴于宽厚板坯实际连铸生产中结晶器冷却方式采用缓冷模式[12]，用结晶器内的综合

冷却速率 10 / sC 。 

钢液凝固过程中的液相线温度和  相转变开始温度分别由如下关系式表示[11]： 
0

1,1536l i i

i

T m C                                     (6) 

 /

Ar4 1,1392 l

i i i

i

T n k 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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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对应系数 xm 和 xn 分别来自 Fe—X(X=C，Si，Mn，P，S，Nb，Ti，N)二元平衡相图。 

模型计算中所用的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1 元素的平衡分配系数和扩散系数 

Table 1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s and diffusion coefficients of elements 

元素 lk
 

lk 
 

2(cm / s)D
 

2(cm / s)D
 

xm  
xn  

C 0.19 0.34 0.0127exp(-19450/RT) 0.0761exp(-32160/RT) 78.0 -1122 

Si 0.77 0.52 8.0exp(-59500/RT) 0.30exp(-60100/RT) 7.6 60 

Mn 0.76 0.78 0.76exp(-53640/RT) 0.055exp(-59600/RT) 4.9 -12 

P 0.23 0.13 2.9exp(-55000/RT) 0.010exp(-43700/RT) 34.4 140 

S 0.05 0.035 4.56exp(-51300/RT) 0.0127exp(-19450/RT) 38.0 160 

Nb 0.40 0.22 50.2exp(-60220/RT) 0.83exp(-63690/RT) 10.24 70.8 

Ti 0.38 0.33 3.15exp(-59200/RT) 0.15exp(-59980/RT) 10.24 120.5 

N 0.25 0.48 0.008exp(-18900/RT) 0.91exp(-40270/RT) 60.0 _ 

注：R=1.987 cal/(mol.K) 

1.2 TiN 析出模型 

在钢液凝固过程中，随着凝固过程的进行，溶质元素 Ti、N 会在凝固前沿富集，当钢液中 Ti、N 的活

度积超过 TiN 的平衡溶度积时，TiN 将会在凝固前沿析出，其在液相中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 G [13]示： 

s[Ti] [N] TiN    

= 291000+107.91G T                                (8) 

当固液前沿反应达到平衡时，液相中剩余 Ti、N 浓度满足如下关系式： 

, , ,

, ,

1
lg lg( ) lg( )

[ ] [ ]

15220
5.64

2.3

i TiN i Ti i N t t

Ti i Ti N i N

K a a
f C f C

G

RT T

  


   

                    (9) 

由质量平衡可得： 

   , , ,N ,N Ti[ ] [ ] A [ ] [ ] At t

i Ti i Ti N i iC C C C                           (10) 

式中： Tif 、 Nf 为钢液中 Ti、N 的活度系数；
TiA 、

NA 为 Ti、N 的原子量。 

钢液中溶质元素 Ti、N 的活度系数由以下公式求得： 

i , , j ,klgf e e ei j k

i l i i l i lC C C                           (11) 

式中： ei

i 、e j

i 、 ek

i 为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系数，如表 2.3
[13]所示： 

 

表 2 1873K 时活度相互作用系数 

Table 2 Activity interaction parameters at 1873K 

 C Si Mn P S Nb Ti N 

N 0.13 0.047 -0.02 0.045 0.007 -0.06 -0.53 0 

Ti 0 0 0 0 -0.11 0 0.013 -1.8 

在任意 t 时刻，无论凝固前沿是否有 TiN 析出，单元体积内 Ti、N 均满足质量守恒： 

       
0 01 1 1

0

0 t j

, .M , ,

1 1 1 1 +1

N NN N N
t t

l M i i i l M i i M j

i i i N i j i

C A C A C A C A
     

          ，

                

(12) 

式中：
l.M

tC 为 t 时刻钢液中溶质元素 M（Ti、N）的浓度，
.M

t

iC 为 t 时刻固相节点 i 处溶质元素 M（Ti、

N）的浓度， t j

,i MC ， 为 i 节点开始凝固时 j 节点 TiN 析出所消耗溶质元素 M（Ti、N）的浓度。 

1.3 奥氏体碳氮化钛和碳氮化铌析出热力学模型 

本文依据规则溶液的双亚点阵模型来描述微合金元素碳氮化物在奥氏体中析出热力学，微合金元素

Nb、Ti 的氮化物和碳化物由于具有相同的晶体结构和相似的点阵常数，因此通常可以互溶形成碳氮化物 M

（C,N）。在微合金钢中，由于溶质元素 Nb、Ti、C、N 的浓度很小，故假设溶液为稀溶液，符合亨利定律。

忽略碳氮化物原子空位，即微合金元素占据的阵点位置与 C、N 占据的间隙位置数相同，且符合理想化学

配位比。M（C,N）摩尔自由能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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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m TiN(1 )G
x x

L m E m

MC N TiCG G xG x T S G


                         (13) 

式中： (C,N)MG 为 1x xMC N  的摩尔自由能，J mol ；M 指微合金元素 Nb、Ti；x 是是MC 在 1x xMC N 

中所占的摩尔分数；
0

MCG 、
0

MNG 为 MC、MN 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J mol ；T 为热力学温度，K；
L mS 为

理想混合熵；
E mG 为混合过剩自由能； 

ln (1 ) ln(1 )
L mS

x x x x
R

                                  (14) 

(1 )
CN

E m MG x x L                                  (15) 

式中：R 为气体常数，8.314 ( )J mol K ；
CN

ML 为 1x xMC N  中碳氮的相互作用自由能， J mol 。二

元化合物在奥氏体中的偏摩尔自由能为： 

0 2=G ln LM
MC MC CNG RT x x



                               (16) 

0 2=G ln(1 ) (1 ) LM
MN MN CNG RT x x



                           (17) 

溶质元素 M、C、N 在奥氏体中的偏摩尔自由能为： 

0 0

C Cln = lnC C C CG G RT G RT f x


                         (18) 

0 0

N= ln lnN N N N NG G RT G RT f x


                        (19) 

0 0

Mln lnM M M M MG G RT G RT f x


                        (20) 

式中： C 、 N 、 M 分别为溶质元素 C、N、M 的活度； Cf 、 Nf 、 Mf 分别为溶质元素 C、N、M

的活度系数； Cx 、 Nx 、 Mx 分别为溶质元素 C、N、M 的摩尔浓度。 

当热力学达到平衡时，偏摩尔自由能有如下关系式： 

MC M CG G G
  

                                     (21) 

MN M NG G G
  

                                     (22) 

由于溶质元素的的溶解量都很小，取 =1Cf 、 N =1f 、 M =1f ，二元化合物在奥氏体中的相互作用自由

能为 0。化简以上方程得： 

M C MCx x xK                                     (23) 

N (1 )M MNx x x K                                   (24) 

式中： MCK 、 NMK 分别为MC、MN在奥氏体中的溶度积，需将质量百分浓度转化为摩尔百分浓度，

其数值大小如下式所示[14-15]： 

lg([Nb][C]) 3.42 7900 / T                              (25) 

lg([Nb][N]) 2.80 8500 / T                             (26) 

lg([Ti][N]) 0.32 8000 / T                              (27) 

lg([Ti][C]) 2.75 7000 / T                              (28) 

设在温度为 T 是时，奥氏体中析出 f1 1x xTiC N  和 f2 1x xNbC N  ，带入式 2.24、2.25 可得： 

(1 )

Ti C TiC

Ti N TiN

x x xK

x x x K



 
    

( 1 )

N b C N b C

N b N N b N

x x y K

x x y K



 
                   (29) 

由质量平衡方程得到如下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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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 1 2 1

0

b 1 2 2

0

1 2 1 2

0

1 2 1 2

(1 ) 0.5

(1 ) 0.5

(1 ) 0.5 0.5

(1 ) 0.5(1 ) 0.5(1 )

T Ti

N Nb

C C

N N

x f f x f

x f f x f

x f f x xf yf

x f f x x f y f

   

   

    

      

               (30) 

式中：
0 0 0 0

i bT N C Nx x x x、 、 、 为溶质元素 Ti、Nb、C、N 在奥氏体中的初始浓度； Ti Nb C Nx x x x、 、 、 为溶

质元素 Ti、Nb、C、N 析出达到平衡时在奥氏体中的浓度。 

由式 2.30、2.31 可求出奥氏体中微合金元素碳氮化物在不同温度下的平衡析出量以及奥氏体中各元素

的固溶量。 

1.4 奥氏体碳氮化钛和碳氮化铌析出热力学模型 

假设在不同形核机制下（晶界、位错、均匀）的析出物均为球形，形核以及析出过程中的化学驱动力

可由下式求得[6]： 
0 0 0 0

b

n ln (1 ) ln
2

M C M N

b b b b

M C M N

x x x xRT
G x x

x x x x

 
    

 
                       (31) 

式中：R 为气体常数，8.314 ( )J mol K ；T 为热力学温度，K；
0 0 0

M C Nx x x、 、 为溶质元素 M、C、N

在奥氏体中的初始浓度； M C Nx x x、 、 为溶质元素 M、C、N 析出达到平衡时在奥氏体中的浓度。 x 为平衡

MC 组元分数。 

单位体积的相变自由能如下： 

n

(C,N)

b

V

M

G
G

V


                                       (32) 

式中：
(C,N)MV 为 M（C,N）的体积摩尔数，

3m mol 。对 M（C,N）来说，其摩尔体积可由相对应的

MC、MN 的点阵常数和线膨胀系数由线性内插法求得[16]。 

(1) 均匀形核 

均匀形核时碳氮化物的临界形核尺寸的计算公式如下： 

4

V EV

d
G G

  
 

                                (33) 

式中： EVG 为碳氮化物形核时的弹性应变能。对稳定很高的第二相来说，其弹性应变能和单位体积

的相变自由能相差很大，因此通常可以忽略不计，上次可简化为 4 Vd G   。其临界形核功为： 
3

2

16

3 V

G
G

 


                                    (34) 

(2) 晶界形核 

Christian 等人[17]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晶界形核机制下的临界形核尺寸仍可由式 2.32 表示，晶界形核机

制下的的临界形核功却会明显的降低，与均匀临界形核功的相比，有如下关系式： 

g 1G A G                                       (35) 

3

1

1
(2 3cos cos )

2
A                                 (36) 

1
cos

2

B


                                    (37) 

式中: gG  为晶界形核机制下的临界形核功； B 为奥氏体相的比界面能,在 1100℃时， B 的取值为

0.756 J mol ； 为第二相与奥氏体相的比界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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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母相

新相 母相晶界

 

图 2 晶界形核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boundary nucleation 

 

(3) 位错形核 

本文主要考虑刃型位错上的形核，因为与螺型位错相比刃型位错单位位错线上的能量较高。位错形核

机制下的临界形核功与临界形核尺寸如下式所示： 

 
1

2
2

1 1d

V

d
G


  

      

                              (38) 

 
3

2
d = 1+G G                                    (39) 

式中参数 可由下式求得： 
2

2 2

G
=

8 (1 )

Vb G


  




                                 (40) 

式中： 为泊松比，取值为 0.35；b 为位错伯格斯矢量，值为 0.2nm；G 为基体切变弹性模量； 

对奥氏体基体而言，切变弹性模量如下式所示： 
0.5E

G=
1 v

                                       (41) 

-FeE (MPa)=254680-114.76T(1184 1665K)                  (42) 

式中：E 为奥氏体基体的正弹性模量。 

由实验钢种成分可以看出，溶质元素含量都很低，当局部区域生成碳氮化物后，该区域溶质元素的过

饱和度降低，使得临界形核功显著增大，因此该区域将不可能成为新的形核点，即形核率迅速衰减为零。

在形核率迅速衰减为零的情况下，晶界、位错、均匀三种不同形核机制下的碳氮化物析出的相对开始时间

如下式所示[16]： 

(1) 均质形核 

0.05

0

2 1 2.5
lg ( 1.28994 2lg )

3 ln10

a

a

t G Q
d

t kT


  

                    (43) 

(2) 晶界形核 

 
0.05

0

1
lg 2( 1.28994 2lg )

ln10

ga g

ga

t G Q
d

t kT




 

                      (44) 

(3) 位错形核 

0.05d

0

5 31
lg 1.28994 2lg

ln10

a d
d

da

t G Q
d

t kT


  

                     (45) 

式中：Q 为微合金元素的扩散激活能；由式 2.42、2.43、2.44 可以求出微合金元素碳氮化物在不同形

核机制下的析出开始曲线，即当析出量达到 5%时的沉淀量-温度-时间曲线的开始析出曲线；当碳氮化物的

析出达到 95%时，其析出结束曲线向右平移 1.76644/n 个单位求得[16]。式中的 n 主要取决于微合金元素碳

氮化物的形核以及长大机制，在形核率迅速衰为零的情况下，均质形核、晶界形核、位错线上形核时 n 的

取值分别为 3/2、2、1。 

2 结果与讨论 

2.1 凝固过程 TiN 析出量 

图 3(a)为钢液凝固过程中固相率随温度的变化关系，由图可以看出钢液在 1515.1℃时开始凝固，在

1442.8℃时凝固完成。随着凝固过程的进行，溶质元素在固液界面前沿发生再分配，溶质元素在液相中富

集，使液相中溶质元素的含量不断升高，如图 3(b)所示，当固相率达到 0.865 时，液相中 Ti、N 的含量分

别为 0.051%、0.015%，此时液相中 Ti、N 元素的活度积超过了 TiN 的平衡溶度积，TiN 开始在凝固前沿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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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随着 TiN 析出，N 在凝固前沿的偏析率逐渐下降，Ti 元素的偏析率则继续上升，这是因为 TiN 中 Ti

的原子量是 N 原子量的 3.42 倍，消耗 1mol 的 Ti 需要 3.42mol 的 N，故凝固前沿氮含量急剧降低。在凝固

末端，Ti、N 元素的偏析率分别为 10.1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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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凝固过程变化 (a) 固相率 (b) Ti、N 元素偏析率的变化 

Fig 3 The evolution in solidilitation (a) solid faction (b) segregation rate of Ti、N 

图 4(a)为凝固末端 TiN 的析出量随 N 含量的变化关系，由图中可以看出当氮含量小于 0.0008%时，该

模型中没有 TiN 的析出，随着 N 含量的增加，TiN 的析出量逐渐升高。在 N 含量为 0.005%时，凝固末端

钢液中 TiN 的析出量为 0.0059%，其钢液中 Ti、N 含量随固相率的变化关系如图 4(b)所示，在凝固末端，

钢液中剩余 Ti、N 分别为 0.0102%、0.00362%，我们依据此含量计算下文奥氏体中碳氮化物析出热力学与

动力学。 

 
图 4 凝固过程变化 (a) TiN 的析出量随 N 含量的变化 (b) 钢中 Ti、N 元素随固相率的变化 

Fig 4 The evolution in solidilitation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N precipitation content and nitrogen content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tanium and nitrogen content and solid fraction 

2.2 奥氏体中析出热力学 

图 5 分别为碳氮化物中碳化物所占的摩尔分数所温度变化图。由图 5(a)可以看出，在碳氮化钛开始析

出时，碳化钛所占的摩尔分数 x 很低，几乎为零，随着温度的下降，x 值逐渐增加，但碳氮化钛中仍以氮

化钛为主，这是因为碳化钛与氮化钛的溶度积相差很大，奥氏体中碳化钛的固溶度积一般比氮化钛高三个

数量级以上，因此微合金元素 Ti 的碳氮化物析出过程中，均接近于二元相 TiN。 

图 5(b)为碳氮化铌中碳化铌所占摩尔分数 y 随温度的变化关系。由图可以看出 y 值随温度的变化呈现

出具有一个极大值的上凸曲线，且碳化铌在碳氮化铌组分中始终占主要部分。奥氏体中碳氮铌和氮化铌的

固溶度积虽然相差不大，凝固过程 TiN 消耗部分 N 含量和奥氏体中碳氮化钛的优先析出消耗大量的 N 等综

合作用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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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 碳氮化物中碳化物所占的摩尔分数随温度变化 (a) 碳氮化钛 (b) 碳氮化铌 

Fig 5 Variation of molar fraction x of MC with temperature in M（C,N）(a) Ti（C,N） (b) Nb（C,N） 

图 6 为奥氏体中不同温度下 Ti、Nb、C、N 各元素的固溶量。由图可以看出碳氮化钛在 1401.1℃时开

始析出，碳氮化钛开始析出时，氮含量显著下降，碳含量基本不变，在 1000℃是，钛已基本反应完成。当

温度降至 1086℃时，碳氮化铌开始析出，此时碳含量明显下降，说明奥氏体中的碳主要和铌反应，此图也

间接反映出了碳氮化钛中以二元相 TiN 为主，碳氮化铌中碳化铌占主要部分。 

 

  图 6 奥氏体中各元素固溶量随温度的变化 

Fig 6 Change of solid solubility with temperature in austenite  

从以上的热力学分析可以看出，碳氮化钛的析出温度在 1401-1000℃之间，此时铸坯还处于结晶器内，

我们通过改变结晶器的参数来控制碳氮化钛析出较为困难，而有的学者认为 Ti 元素的加入可有效减轻含铌

钢铸坯的角部横裂纹缺陷，因此本文以下将重点研究碳氮化铌的析出。 

2.3 奥氏体中析出动力学 

图 7 是微合金元素的碳氮化物在不同形核机制下的临界形核功随温度的变化关系。由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析出温度的下降，各种形核机制下的临界形核功逐渐降低。在晶界形核、位错形核、均匀形核三种不

同形核机制下，晶界形核时的临界形核功最小，位错形核次之，均匀形核所需的临界形核功最大。这是因

为晶界处原子排列不规则，晶体结构存在较大的畸变，所以微合金元素的碳氮化物会优先在晶界析出，从

而降低晶界上溶质元素的浓度，与晶内形成浓度差，使晶内溶质元素向晶界扩散，这也是晶界易形成链状

析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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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形核机制下碳氮化物的相对形核率 (a) 碳氮化钛 (b) 碳氮化铌 

Fig 7 Relative nucleation rates of M(C,N) with different nucleation mechanisms 

(a)  titanium carbonitride (b) niobium carbonitride 

图 8 是碳氮化钛在不同形核机制下的沉淀量—温度—时间（PTT）曲线。可以看出其 PTT 曲线均呈现

C 曲线的特征，这是由于高温时相变自由能控制以及低温时原子扩散控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晶界、位错、

均匀三种形核机制下 PTT 曲线在鼻子点以上的区域，其析出随温度变化非常迅速，在“鼻子点”温度以下析

出部分随温度变化缓慢。 

晶界形核的“鼻子点”温度是 1318℃，位错形核和均匀形核的鼻子点温度分别为在 1130-1140℃之间。对

C 曲线来说，在“鼻子点”温度附近，析出开始时间较短，且从析出开始到析出完成时间最长，是最利于析

出物长大的温度区间，我们可以增大“鼻子点”温度附近的冷速，使其快速通过“鼻子点”，减少在此温度下

的停留时间从而抑制析出物的长大。 

从碳氮化钛的析出 PTT 曲线以及析出热力学可以看出，其析出区间以及“鼻子点”温度都处于结晶器内，

因此通过增大这一区间的冷速来控制碳氮化钛的析出比较困难。 

 
图 8 碳氮化钛在不同形核机制下的 PTT 曲线 (a) 晶界形核 (b) 位错形核 (c) 均匀形核 

Fig 8 The PTT curves of titanium carbonitride in different nucleation mechasnim 

(a) necleation in grain boundary (b) necleation in dislocation (c) homogeneous nucleation 

而对碳氮化铌来说，不同形核机制下的沉淀量-温度-时间（PTT）曲线图 2.9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晶界、位错、均匀形核机制下的的“鼻子点”温度分别为 910℃、720℃、752℃，对宽厚板坯来说，其铸坯表

面出结晶器温度处于 1200℃左右，而角部由于受到二维传热，温度比表面温度较低处在 1000 以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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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看出，碳氮化铌在不同形核机制下的“鼻子点”都处于二冷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节二冷水量来控制

碳氮化铌的析出。 

通过以上对 Ti、Nb 微合金元素碳氮化物析出的理论计算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下降，碳氮化物会优先

在晶界析出，位错线次之，以均匀形核的形式析出最为困难。碳氮化铌的析出主要位于二冷区，我们可以

通过提高铸坯出结晶器后角部的冷速，使其快速通过晶界形核的“鼻子点”温度，降至位错形核或均匀形核

析出的“鼻子点”温度以下，一方面减少在晶界处析出物的数量和尺寸，使碳氮化铌弥散分布于基体中。另

一方面其在 700℃左右，奥氏体开始向铁素体转变，在此阶段较高的冷速为相变提供较高的过冷度以及弥

散化析出的碳氮化物为铁素体提供更多的形核质点，从而细化铁素体晶粒，提高组织塑性。 

 

 

图 9 碳氮化铌在不同形核机制下的 PTT 曲线 (a) 晶界形核 (b) 位错形核 (c) 均匀形核 

Fig 9 The PTT curves of niobium carbonitride in different nucleation mechasnim 

(a) necleation in grain boundary (b) necleation in dislocation (c) homogeneous nucleation 

3 结  论 

本文通过建立凝固前沿溶质微观偏析模型及 TiN 析出耦合模型、奥氏体中碳氮化钛和碳氮化铌复合析

出模型，得出以下结论： 

1) 在钢液凝固过程中，溶质元素 Ti、N 会在凝固前沿富集，当凝固前沿溶质元素的浓度超过平衡值

时 TiN 将会在凝固前沿析出。对本钢种来说，当固相率达到 0.865 时，TiN 开始凝固前沿析出，凝固结束时，

基体中剩余 Ti、N 的含量分别为 0.0102%、0.00362%。 

2) 通过理论计算，在奥氏体中 Ti（C,N）在 1401.1℃时开始析出，其析出物中以 TiN 为主，且析出

主要位于结晶器内。而 Nb（C,N）的析出温度为 1086℃，析出物中 NbC 为主，析出主要在二冷区。 

3) 碳氮化钛、碳氮化铌的三种形核机制中，晶界形核所需的临界形核功最小，位错形核次之，均匀

形核所需的临界形核功最大，也就是说碳氮化物会优先在晶界上形核析出。 

4) 通过理论计算，Ti（C,N）、Nb（C,N）三种形核机制下的 PTT 曲线均呈 C 曲线的特征，在晶界、

位错、均匀形核机制下的“鼻子点”温度分别为 1318℃、1131℃、1138℃及 910℃、720℃、752℃。 

5) 对碳氮化铌来说，我们通过增大“鼻子点”温度附近的冷速来防止在晶界的链状析出物和获得较小

的析出物尺寸，来达到析出物弥散析出强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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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5 宽厚板连铸坯凝固过程缩孔与疏松演变

规律研究 
陈  兵,  祭  程,  朱苗勇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针对某钢厂宽厚板连铸机具体参数，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系统研究分析了 Q345 钢在不同拉速和过热度条件

下的铸坯中心缩孔与中心疏松演变规律，并采用现场检测数据对模型进行校验，为宽厚板连铸坯凝固末端压下工艺

开发提供了数据支撑。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铸坯拉速的提高，疏松和缩孔缺陷变得越加严重；随着钢水过热度的增

加，疏松和缩孔缺陷同样愈加严重。 
关键词：宽厚板连铸坯；中心缩孔；中心疏松；Q345 钢；拉速；过热度 

Research of shrinkage cavity and porosity during solidification 

process of Q345 heavy slab continuous casting 
CHEN Bing,  JI Cheng,  ZHU Miaoyong 
(School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parameters of heavy plate caster in a steel mill, the evolution law of central shrinkage 

and central porosity of Q345 steel under different casting speeds and superheat conditions was systematically stud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and the model is verified by field test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 data support for 

the reduction process of the solidifying end of heavy slab continuous ca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casting speed, the defects of porosity and shrinkage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with the increase of superheat, the 

porosity and shrinkage defect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Key words: heavy slab continuous casting; central shrinkage cavity; central porosity; Q345 steel; casting speeds; superheat 

 

中心缩孔和缩松是连铸坯凝固组织中常见的内部缺陷，严重影响着连铸坯质量，如果后续的轧制

一旦不能完全焊合这些缺陷，这将大大降低成品的使用寿命，提高产品的报废率。 

当对连铸坯横断面进行低倍实验后，在轴心附近发现细小而分散的空隙就是中心疏松，严重时会

形成大而集中的缩孔。对于缩孔和疏松的形成机理，Raihel 等[1]认为是“凝固晶桥”理论，在凝固过程中，

过度发达的柱状晶之间产生“搭桥”现象，凝固部位产生的体积收缩不能得到钢液的及时补充，由此而

形成缩孔或疏松；张炯明等[2]认为当凝固继续，一些晶桥在铸坯凝固末期(fs=0.7)时开始扩展形成完全

闭合的区域，直至铸坯完全凝固，钢液无法有效对此区域进行补充而导致缩孔或疏松。本课题以 Q345

宽厚板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值模拟对其连铸过程的缩孔、疏松进行预测，分析拉速与过热度对其影响，

进而优化现场生产，提高铸坯质量。 

1  模型建立与参数设置 

1.1  模型建立 

本文以某厂冷态断面尺寸为 1800mm×280mm 的 Q345 宽厚板为模拟对象，利用数值模拟

建立三维凝固模型，并通过有限差分法进行求解。建模过程中，考虑到计算内存以及铸坯宽度

方向的对称性，选取铸坯宽度方向的一半作为计算区域（即建模尺寸为 900mm×280mm），模型示意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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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型中铸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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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bloom in the model 

 

在上述模型示意图中，XO 方向为铸坯的厚度方向，ZO 方向为拉坯方向，YO 方向为铸

坯的宽度方向，XOZ 面为宽度方向的对称面。采用均匀网格划分，最终得到 10080 个单

元。 

1.2  模型假设 

连铸坯凝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传热和传质两个方面，且两者相互影响。结合连铸实际

情况，对模型进行如下假设[3,4]： 

(1) 忽略沿拉坯方向的传热； 

(2) 整个连铸过程中，铸坯视为各向同性材料，忽略整个过程中铸坯质量缺陷对物性参数的影响； 

(3) 连铸机同一冷却区视为均匀冷却，内外弧传热条件对称； 

(4) 假定无初始应力，即最初时刻的铸坯不具有应力应变行为。 

基于上述假设条件，建立连铸板坯二维凝固传热数学模型方程，如式(1)所示： 

eff eff o

T T T
c k k S

t y y x x


      
     

      
                      (1) 

式中：T 代表温度，℃； 代表密度，kg/m
3；c 代表热容，J/(kg℃)； effK 代表导热系数，W/(m·℃)；

oS 代表内热源项，W/ m
3。 

1.3  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1.3.1  初始条件 

根据模型假设，忽略钢水从中间包到结晶器过程中的温降；重力方向为竖直向下，取 9.8m/s
2。因

此，对所建立的模型采用中间包钢水温度作为初始温度，如式(2)所示： 

( 0)t tundishT T  =TL+Tsuperheat                            (2) 

式中， tundishT 为中间包钢水温度，TL 为液相线温度，Tsuperheat 为过热度，℃。 
1.3.2  边界条件 
结晶器 

在处理结晶器的边界条件时，本文采用 Savage 和 Pritchard 的方法，他们认为结晶器内的传热是拉

速和铸坯所处位置到弯月面距离的函数，经过实验测定，得出结晶器中瞬态热流密度的计算公式为[5]： 

= /q A B t A B z v                          (3) 

其中，A=2.675；  =1.5 2.680 /mB q z v  。 

上述各式中，t 表示时间，min；z 表示到弯月面的距离，m；zm 表示结晶器的高度，m；v 表示拉

速，m/min；q 表示平均热流密度，J/(m
2
s)。 

二冷区 

在二冷区内，为了得到二冷区的换热系数与喷淋水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提出了不同的经验公式[6-10]。本文模拟选取菲格(Phiguro)和岛田(Shimada)经试验测定的公式： 

 0.55= 1 0.0075 wh W T                       (4) 

式中，h 表示综合对流换热系数，W/(m
2
℃)；表示修正系数；W 表示二冷区的水流密度，L/(m

2
s)；

Tw 表示冷却水温度，℃。 
空冷区 

空冷区需要考虑铸坯向周围的辐射传热，本文将其转化为对流系数进行考虑，如式(5)所示。 

    
           

 

4 4

2 2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amb

amb amb amb

rad amb

q T T

T T T T T T

h T 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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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2

273 273  273 273rad amb ambh T T T T       。 

上述式中，表示斯蒂芬-波尔兹曼常数，5.67×10
-8

 W/(m
2
K

4
)；表示辐射系数，取 0.8；T 表示铸

坯表面温度，℃；Tamb表示环境温度，取 25℃；hrad 表示等效对流换热系数，W/(m
2
℃)。 

1.4  速度与过热度 

本模拟以现场的拉速 0.83m/min、过热度 23℃为基准，然后分别模拟拉速为 0.7m/min、0.8m/min、

0.9m/min，过热度 13℃、33℃、43℃时 Q345 钢的缩孔缩松变化情况。 

1.5  物性参数 

模型计算所需 Q345 钢的高温热物性参数主要包括固液相温度、比热、导热系数、凝固潜热和热

收缩系数等等。其中，固、液相线温度分别为 1473℃和 1517℃；凝固潜热为 2.72×10
3 
KJ/Kg。其它物

性参数是温度的函数，如：密度、比热、导热系数、泊松比和热收缩系数等可以通过参考文献[11-14]，

其中一些具体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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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Q345 钢热物性参数随温度分布曲线: (a) 热焓, (b) 密度, (c) 黏度, (d) 热导率 

Fig.2 The distribution curve of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Q345 with temperature: (a) enthalpy, (b) density, (c) 

viscosity, (d) thermal conductivity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拉速对 Q345 缩孔缩松分布的影响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随着拉坯速度的变化，铸坯的疏松缩孔也相应的发生改变，以下图 3

是铸坯在 4 种拉速下出连铸机时的疏松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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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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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图 3 Q345 在不同拉速下的疏松度分布，(a)0.7m/min，(b)0.8m/min，(c)0.83m/min，(d)0.9m/min 

Fig.3 The porosity distribution of Q345 at different speeds，(a)0.7m/min，(b)0.8m/min，(c)0.83m/min，(d)0.9m/min 

由上图 3 所示，随着拉坯速度的提高，铸坯横断面的疏松度也随之增加，其中红色区域形成缩孔

的机率也大大提高，由于是非均匀凝固，最终的凝固终点在横断面 1/4 位置处，这也就造成此处形成

缩孔的机率最大。随着拉坯速度的增加导致液芯延长，大大增加了柱状晶的“搭桥”机率，由于轴心线

附近的温度最高，造成此处最后凝固，也就容易产生中心缩孔和中心疏松。而且，低的拉速可以使得

钢液易于补缩，获得较高的铸坯质量。因此，在满足产品标准和生产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降低拉速[15]。 
2.2  过热度对 Q345 缩孔缩松分布的影响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随着钢液过热度的变化，铸坯的疏松缩孔也相应的发生改变，以下图

4 是铸坯在 4 种过热度下出连铸机时的疏松度分布情况。 

 

 

(a) 

253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254 - 

 

(b) 

 

(c) 

 

(d) 

图 4 Q345 在不同过热度下的疏松度分布，(a)13℃，(b)23℃，(c)33℃，(d)43℃ 

Fig.4 The porosity distribution of Q345 at different superheat，(a)13℃，(b)23℃，(c)33℃，(d)43℃ 

 

由上图 4 可知，随着钢水过热度的升高，铸坯表面温度升高，液芯长度延后，铸坯横断面的疏松

度也随之增加，由于枝晶间的相互搭桥阻碍了钢液的及时补缩，造成最终凝固位置容易形成缩孔。过

热度的变化引起了柱状晶和等轴晶的比例，随着过热度的升高，有利于柱状晶的生长，使得它们之间

的“搭桥”更加容易，最终加重铸坯的中心缩孔与中心缩松缺陷。文献显示，过热度越低，结晶前沿所

形成的成分过冷区越大，十分有利于等轴晶的产生于长大[16]，同时还能抑制柱状晶的生长。因此，在

满足产品标准和生产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采用低的过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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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中心缩孔与中心疏松是由于铸坯在凝固过程中，产生的体积收缩不能及时得到钢液的补充，导致

在最后凝固区域产生的缩松，严重的地方会形成缩孔。总而言之，随着拉坯速度和过热度的提高，铸

坯的中心缩孔与中心缩松也变得越加严重。因此，要想控制和减少这种缺陷的发生，要把过热度和拉

坯速度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同时也要配合其它的技术手段，比如：优化二冷配水、末端电磁搅拌、

压下技术等等来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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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钢 Q460C 板坯高温力学性能研究 
陈  耀 1，王卫领 1，张守伟 2，高福斌 2，罗  森 1，朱苗勇 1 

（1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2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三炼钢厂，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采用 Gleeble3500 热模拟实验机，开展了邯钢 Q460C 板坯高温力学性能测试实验，获得了其在 600~1380℃

条件下的弹性极限、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及断面收缩率。结果表明：在应变速率 0.001s-1 条件下，随着温度从 600℃

升至 1100℃，Q460C 弹性极限、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分别由 118MPa、125.11MPa 和 250.06MPa 快速降至 15.7MPa、

18.93MPa 和 21.4MPa。同时，在 1380℃条件下，Q460C 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分别为 4.83MPa 和 13.59MPa。另外，

由断面收缩率结果，可知 Q460C 的第三脆性温度区间为 750~880℃。随应变速率的提高，Q460C 弹性极限、屈服

强度和抗拉强度均提高，低温脆性区间前移 150℃。 

关键词：Q460C 板坯；弹性极限；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面收缩率 

Study on High Tempera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Q460C Slab in 

HanSteel 

CHEN Yao, WANG Wei-ling, ZHANG Shou-wei, GAO Fu-bin, LUO Sen,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HBIS Group Hansteel Company, 3 Steelmaking 

Plant, Hebei 056015, China) 

Abstract：Eelastic limits, yield strengths, tensile strengths and area contractions of Q460C slab within the 

temperature range 600 ℃ to 1380 ℃ were obtained by tensile testing on Gleeble3500 thermal simulation 

mach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strain rate of 0.001 s
-1

, with the temperature rising from 600 ℃ to 

1100 ℃, proportional limits, yield strengths and tensile strengths of Q460C are rapidly reduced from 

5395MPa, 125.11MPa and 250.06MPa to 5291MPa, 18.93MPa and 21.4MPa,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yield strength and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Q460C are 4.83MPa and 13.59MPa at 1380℃. In 

addition, the third brittle temperature range of Q460C is 750-880°C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area 

contrac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rain rate, elastic limit, yield strength, tensile strength are improved, 

third brittle temperature range moves forward 150℃。 

Key words：Q460C slab; elastic limit; yield strength; tensile strength; area contraction 

 

Q460C 是一种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具有较高的弹性极限和抗塑性变形能力，可以用于建造房屋，制

造工程机械[1]。然而，以裂纹为代表的连铸坯质量缺陷对 Q460C 产品成材率和使用性能产生重要影响。在

轻压下工艺过程中，若压下位置过于靠前，凝固前沿则承受过大张应力，易产生内裂纹[2,3]。同时，铸坯角

部因二维传热而急剧冷却，在矫直前进入第三脆性温度区，B 和 Nb 等合金元素氮化物和碳氮化物在晶界析

出，使晶界脆化，进而受矫直应力作用而产生横裂纹[3]。连铸坯抵抗变形和裂纹的能力通常由弹性极限、

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及断面收缩率等高温力学性能表征。因此，开展 Q460C 连铸坯高温力学性能测试工作，

有利于掌握高温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及脆性温度区等重要参数，对于制定合理的二冷与轻压下工艺制度，

提高连铸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4]。 

本实验采用 Gleeble3500 热模拟实验机对邯钢 Q460C 板坯进行了高温拉伸实验，测定应变速率 1×10
-2

s
-1

和 1×10
-3

s
-1，温度范围 600~1380℃条件下的应力—应变曲线，进而获得其弹性极限、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及断面收缩率，测得其第三脆性温度区间。 

1  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 

Gleeble3500 热机模拟实验系统是一套主要用于金属材料热变形行为机理及其它物理冶金研究的、以计

算机控制为基础的机电一体化大型精密实验设备[5]。根据实验要求，选取连铸坯外侧区域进行取毛坯样，

并将其加工成10mm×120mm 的试样，其结构与尺寸如图 1 所示。在 600~1380℃实验温度范围为，取 24

个温度点，每个点测定两次。详细实验方案如下： 

(1) 将一对 Pt 热电偶焊接在试样中间表面，将试样放入石英套管中，水平放置，石英管中通入氩气

(1L/min)进行保护，采用电阻加热法对试样进行加热。 

(2) 将试样按 15℃·s
-1 的加热速度加热到 1050℃，保温 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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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试样按 2℃·s
-1 的加热速度加热到测试温度，保温 2min； 

(4) 以 1×10
-3

s
-1 和 1×10

-2
s

-1的应变速率进行拉伸，记录应力—应变曲线； 

(5) 每组实验结束后，应按照编号粘贴标签，待冷却后测试端口直径与断面收缩率。 

高温拉伸实验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1 拉伸测试样结构与尺寸 

Fig.1 structure and size of Stretch test specimen 
 

时间/min

温
度

/℃

1050℃

拉伸

15℃·s
-1

2℃·s
-1

保温1min

保温2min
测试温度 水冷

1×10
-3

s
-1或

1×10
-2

s
-1

 
图 2 高温塑性测试实验方案 

Fig.2 Experimental program of high temperature plasticity test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应力—应变曲线 

图 3 为采用电阻加热法，在应变速率 1×10
-3

s
-1，测试温度 1150℃条件下的应力—应变曲线。拉伸变形

刚开始时发生弹性变形，应力随应变呈线性增大，弹性极限约 12.5MPa。当应变超过弹性极限后，试样进

入塑性变形阶段，应力随应变强烈波动，屈服强度约为 14.3MPa。随后，应力随应变继续增大，进入屈服

强化阶段，逐渐到达顶点，即抗拉强度(21.5MPa）。在此之后，应力开始下降，直至试样断裂。 

2.2 高温弹性极限 

图 4 为 Q460C 钢在不同应变速率下弹性极限随温度变化曲线。在应变速率 1×10
-3

s
-1 条件下，弹性极限

随温度从 600℃升至 1000℃，从 118MPa 迅速下降至 24MPa，随后下降速度减缓，最终 1380℃时在 8MPa

左右。当应变速率提高至 1×10
-2

s
-1，弹性极限由 600℃时的 190MPa，迅速降至 800℃时的 50MPa，随着温

度升高出现一段波动，1380℃时弹性极限下降至 12MPa 左右。在应变速率 1×10
-2

s
-1 条件下，600℃弹性极

限（190MPa）比应变速率 1×10
-3

s
-1 条件下的弹性极限（118MPa）高了 72MPa。1380℃时，应变速率 1×10

-2
s

-1

时的弹性极限为 12MPa，应变速率 1×10
-3

s
-1 时的弹性极限为 8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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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150℃应力—应变曲线 

Fig.3 Stress-strain curve at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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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应变速率下弹性极限随温度变化曲线 

Fig.4 The curve of the proportional limit with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strai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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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应变速率下屈服强度随温度变化曲线 

Fig.5 The curve of yield strength with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strain rates 

2.3 高温屈服强度 

图 5 为 Q460C 钢在不同应变速率下屈服强度随温度变化曲线。应变速率为 1×10
-2

s
-1 时，屈服强度在

600℃条件下为 252MPa，在 1000℃条件下，仅为 61MPa。当温度超过 1000℃，屈服强度下降趋势减缓，

最终在 1360℃时，为 13MPa。当应变速率为 1×10
-3

s
-1 时，屈服强度在 600℃条件下为 125.11MPa，然而在

1100℃条件下，仅为 18.93MPa。当温度超过 1100℃过，屈服强度下降趋势减缓，最终在 1380℃时，为

4.83MPa。在 600℃，应变速率 1×10
-2

s
-1 的条件下，屈服强度为 252MPa，同温度下应变速率为 1×10

-3
s

-1 时，

屈服强度为 125MPa。1380℃时，应变速率 1×10
-2

s
-1 的屈服强度（13MPa）比应变速率 1×10

-3
s

-1 的屈服强度

（4.83MPa）高约 8MPa。 

2.4 高温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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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应变速率下抗拉强度随温度变化曲线 

Fig.6 The curve of tensile strength with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strain rates 

图 6 为 Q460C 钢在不同应变速率下的抗拉强度随温度变化曲线。当应变速率为 1×10
-2

s
-1 时，随着温度

从 600℃升至 1100℃，抗拉强度由 349MPa 急剧降至 29MPa。随后，抗拉强度值趋于稳定并缓慢下降，当

温度到达 1360℃时，下降到 20MPa 左右。当应变速率为 1×10
-3

s
-1 时，随着温度升高，抗拉强度曲线从 600℃

的 250.06MPa 迅速降至 1100℃的 21.4MPa。随后，抗拉强度缓慢下降，当温度到达 1380℃时，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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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MPa。应变速率为 1×10
-2

s
-1 时，各个温度点的抗拉强度都要高于应变速率为 1×10

-3
s

-1时的抗拉强度。

相差的数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600℃时相差约 100MPa，1380℃时两者相差约 6MPa。 

2.5 高温断面收缩率 

图 7 是 Q460C 在不同应变速率下断面收缩率随温度变化曲线。在 1×10
-3

s
-1 的应变速率下，低温脆性区

间[6]在 750~880℃范围内，在该温度区间内钢的延展性较差，断面收缩率在 1050℃达到最大值 90.46%，

1380℃达到最低值 35.44%。在 1×10
-2

s
-1 的应变速率下，低温脆性区间出现在 650~800℃，相比于 1×10

-3
/s

条件下的脆性区间前移了 150℃，1050℃时断面收缩率达到最大值 95.14%，1340℃时达到最低值 34.06%。

因此，在浇铸板坯时可以采用如下二冷策略：从高温侧避开此低温脆性区以防止表面裂纹的前提下，尽量

采用强的冷却方式，以减少内部裂纹和偏析等缺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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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应变速率下断面收缩率随温度变化曲线 

Fig.7 The curve of the contraction with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strain rates 

3  结论 

(1) Q460C 铸坯的弹性极限、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趋势是随温度的升高不断降低，随着应变速率的提

高，Q460C 铸坯的弹性极限、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均有所提高。在 1×10
-3

s
-1 应变速率下，600℃时弹性极限、

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分别为 118MPa、125MPa 和 250MPa，1380℃时则分别为 8.3MPa、4.8MPa 和 13.5MPa。

应变速率 1×10
-2

s
-1 下，600℃时弹性极限、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分别为 190MPa、252MPa 和 349MPa，1380℃

时则分别为 12MPa、13MPa 和 20MPa。 

(2) 应变速率 1×10
-3

s
-1 下，Q460C 铸坯的低温脆性区间为 750~880℃，1050℃时断面收缩率达到最大值

90.46%，1380℃达到最小值 35.44%。应变速率 1×10
-2

s
-1 下的低温脆性区间为 650~800℃，1050℃时断面收

缩率达到最大值 95.14%，1340℃时达到最小值 34.06%。随应变速率的提高，低温脆性区间前移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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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板坯自然热收缩行为研究 

邓世民，祭程，吴晨辉，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摘  要：本文针对国内某钢厂宽厚板连铸机具体参数，利用商业有限元软件，建立三维热力耦合仿真模型。系统

研究了不同拉速与过热度下铸坯温度场与凝固收缩规律，为宽厚板坯凝固末端重压下基础辊缝设计，提供了参考依

据。 

关键词：宽厚板连铸；热-力耦合；热收缩； 

Free thermal shrinkage behavior during the solidification 

process in heavy plate 
Deng Shi-min,Ji chen,Wu Chen-hui,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Ji Chen, E-mail: 

jic@smm.neu.edu.cn) 

Abstract：Based on the specific parameters of a heavy plate caster, a 3D thermal-mechanical coupling 

simul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commercial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The temperature field and 

solidification shrinkage behavior of slab under different casting speed and superheat ar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roll gap on heavy reduction process . 

Key words: continuous casting of heavy plate;thermal-mechanical coupling;thermal shrinkage 

 

宽厚板坯凝固末端重压下技术在改善连铸坯内部质量，提高连铸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已成为

高效板坯连铸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重压下基础辊缝的设计是重压下工艺的基础，合理的辊缝值对于压下

工艺达到预期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宽厚板坯基础辊缝的设计主要与连铸坯热收缩量大小有关。如果宽厚

板基础辊缝设定值大于连铸坯厚度值时，会导致铸坯鼓肚变形，尤其在凝固末端，鼓肚将使两相区杂质元

素向铸坯中心流动，加剧了中心偏析和疏松的形成
[1-4]

。如果辊缝设定值小于铸坯厚度，会导致拉坯阻力过

大，容易产生内裂纹，同时易损坏重压下设备。 

本文结合国内某钢厂宽厚板连铸板坯生产工艺，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分析了连铸坯在不同拉速、不

同过热度的影响下对铸坯热收缩的影响，为宽厚板坯凝固末端重压下基础辊缝的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 

1  模型建立 

本文以某厂 1800mm×280mm 连铸坯的实际生产工艺为计算对象，利用有限元计算软件建立三维自然

热收缩模型，选取连铸坯沿宽度方向 1/2 铸坯为计算区域。 

1.1 模型假设 

    本文针对连铸板坯热收缩模型作出如下假设[5,6]： 

    (1) 忽略结晶器的振动及其对传热的影响； 

    (2) 忽略钢水从中间包到结晶器过程中的温降，初始温度即为中间包钢水的温度； 

    (3) 整个连铸过程中，铸坯视为各向同性材料，忽略整个过程中铸坯质量缺陷对物性参数的影响； 

    (4) 连铸机同一冷却区视为均匀冷却，内外弧传热条件对称； 

    (5) 假定无初始应力，即最初时刻的铸坯不具有应力应变行为 

1.2 凝固传热控制方程及本构方程 

根据以上假设，选取从而得到铸坯凝固的三维传热微分方程，如式(2)所示： 

eff eff o

T T T
c k k S

t y y x x


      
     

      
                      (2) 

式中：T 表示温度，℃； 

ρ 表示密度，kg/m
3
； 

c 表示热容，J/(kg℃)； 

Keff表示导热系数，W/(m·℃)； 

S0 表示内热源项，W/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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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构方程 

连铸过程是一个高温过程，在高温塑性变形条件下，流变应力主要受应变速率、应变及变形温度的影

响。在热加工领域，人们常采用 Sellars 等
 [7]

提出的热通用本构模型，该本构模型包含热激活能和变形温

度，其表达关系式如下式： 

 exp
Q

ε AF σ
RT

 
  

 
                          (3) 

式中， ε表示应变速率，s
-1； 

R表示理想气体常数，其数值取 8.314 J/(molK)； 

T 表示热力学温度，K； 

Q 表示变形热激活能，J/mol； 

σ 表示流变应力，MPa； 

α、β、n1、n 为材料常数，
1

β
α=

n
。 

1.4 初始条件 

根据模型假设，忽略钢水从中间包到结晶器过程中的温降。因此，对所建立的模型采用中间包钢水温

度作为初始温度，如式(4)所示： 

( 0)t tundishT T                              (4) 

式中， tundishT 为中间包钢水温度。此外，针对应力应变过程采用无初应力假定，也就是认为铸坯在初

始时刻不存在应力应变行为。 

1.5 边界条件 

1.5.1 结晶器 

Savage和 Pritchard认为结晶器内的传热是拉速和铸坯所处位置到弯月面距离的函数，经过实验测定，

得出结晶器中瞬态热流密度的计算公式为
[8]
： 

q A B z                         (6) 

上述各式中，A 和 B 为结晶器的待定系数；  

            z 表示到弯月面的距离，m； 

            q 分别为结晶器宽面、窄面的热流密度，MW/m
3 

1.5.2 二冷区 

为了模拟换热系数与喷淋水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经验公式
[9-13]。本文模拟选取菲格格(Phiguro)和岛田(Shimada)经试验测定的公式： 

 0.55= 1 0.0075 wh W T                       (7) 

式中，h 表示综合对流换热系数，W/(m
2
℃)； 

       表示修正系数； 

      W 表示二冷区的水流密度，L/(m
2
s)； 

      Tw 表示冷却水温度，℃。 

1.5.3 空冷区 

空冷区需要考虑铸坯向周围的辐射传热，本文将其转化为对流系数进行考虑，如式(8)所示。 

    
           

 

4 4

2 2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amb

amb amb amb

rad amb

q T T

T T T T T T

h T T





   

       

 

   (8) 

其中，          
2 2

273 273  273 273rad amb ambh T T T T       。 

上述式中， 表示斯蒂芬-波尔兹曼常数，5.67×10
-8
 W/(m

2
K

4
)； 

           表示辐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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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表示铸坯表面温度，℃； 

          Tamb 表示环境温度，℃。 

          hrad 表示等效对流换热系数，W/(m
2
℃)。 

2  热物性参数 

本文以 Q345b 钢为例，其具体成分见表 2.1，其中固、液相线温度分别为 1449℃和 1510℃；凝固潜

热为 2.72×10
3 
J/Kg，泊松比和热收缩系数等可以通过参考文献

[14-17]
得到。 

表 2.1 钢种成分（质量百分比，%） 

Table 2.1  chemical composite of steel mass 

C Si Mn P S 

0.19 0.31 1.51 0.014 0.011 

 
对于导热、比热、密度等高温物性参数，本文根据 Ueshima[18]等人提出的微观凝固模型进行计算。 

3  结果讨论  

3.1 拉速对温度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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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铸坯不同位置温度随拉速的变化规律： 

(a)铸坯宽面中心 (b)铸坯角部 (c)铸坯中心 

Fig 3.1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long strand direction with different casting speeds 
 (a) wide face center (b)corner (c)center 

本文分析了在浇铸温度 1540℃时，不同拉速对铸坯温度场的影响，如图 3.1所示。随着拉速的增加，

铸坯表面温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同时，由于拉速的增加，铸坯表面向外散失热量的时间减少，导致铸坯

宽面中心和角部温度升高。由图 3.1(c)可知，对于铸坯中心点，拉速越大，随着到弯月面距离的增加，凝固

潜热的释放变长，中心温度越高。 

3.2 拉速对热收缩的影响 

本文在浇铸温度为 1540℃时，研究了拉速对表面热收缩的影响。如图 3.2所示，随着凝固的进行，热

收缩量逐渐增大。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铸坯在结晶器中，冷却强度大，铸坯收缩的快，当铸坯进入二冷

区，冷却强度降低，铸坯表面出现回温现象，导致角部收缩量有所下降，同时，随着铸流位置的增加，铸

坯沿拉坯方向的热收缩增加趋势不断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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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不同拉速下各个位置的热收缩量 (a)宽面中心点（b）角部点 

Fig 3.2 Thermal shrinkage at different position with different casting speed 
 (a)wide face center (b)corner 

对比不同拉速下的铸坯表面热收缩，随着拉速的增加，铸坯在结晶器中的热收缩变化小，当进入二冷

区，冷却强度降低，铸坯表面向外散热时间减少，表面温度升高，导致铸坯表面热收缩量减少，如表 3.1

所示，第八区末端凝固热收缩量，随着拉速的增加，变化量较大，故在辊缝设计中须考虑拉速的影响。 
表 3.1 不同拉速下，第八区末端热收缩值 

Table 3.1 Thermal shrinkage at end of 8
th
 zone with different casting speed 

拉速 热收缩量，mm 

宽面中心点 角部点 

0.76m/min 2.846 2.873 

0.83m/min 2.463 2.741 

0.9m/min 2.261 2.649 

3.3 过热度对热收缩的影响 

浇注温度时连铸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参数之一，为分析不同过热度对铸坯表面热收缩的影响，本文研究

了 Q345 钢在拉速为 0.83m/min 中时，模拟过热度在 20℃~40℃，对表面热收缩的影响，如图 3.3 所示。随

着过热度的增加，表面热收缩量逐渐增大。如表 3.1 所示，在第八区凝固末端，热收缩量随着过热度的增

大而增大，但相较于拉速而言，过热度对热收缩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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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不同过热度下各个位置的热收缩量 (a)角部 （b 宽面中心 

Fig 3.2 Thermal shrinkage at different position with different superheat (a) corner (b) wide face center 

表 3.1 不同过热度下，第八区末端热收缩值 

Table 3.1 Thermal shrinkage at end of 8
th
 zone with superheat 

过热度 热收缩量，mm 

宽面中心点 角部点 

20℃ 2.341 2.656 

30℃ 2.467 2.741 

40℃ 2.610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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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本文研究 Q345 钢在浇铸温度为 1540℃时，随着拉速的增加，凝固潜热时间变长，铸坯散热时间减

少，铸坯表面温度逐渐增大。 

(2)本文对比分析了拉速在 0.76m/min、0.83m/min、0.9m/min 时，铸坯表面热收缩量，随着拉速的增加，

铸坯表面的热收缩量逐渐减小，因此在辊缝制定过程的中需要考虑拉速这一因素。 

(2)对比分析了过热度在 20℃、30℃、40℃情况下，铸坯表面热收缩的变化。随着过热度的增加，铸坯

表面热收缩量逐渐增加，但相较于拉速对铸坯表面热收缩的影响，过热度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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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轨钢中 MnS 夹杂物的三维形貌研究 
王冰钰，陈 耀，赵 群，罗 森，朱苗勇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重轨钢中 MnS 夹杂在轧制过程中塑性变形，是钢轨中裂纹、缺陷的主要来源。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并不是

所有 MnS 均对钢轨有害，只有大尺寸的链状夹杂物会影响钢材性能。本文为更好的研究 MnS 夹杂的三维形貌，从

而发现不同尺寸和类型夹杂物的析出规律，故采用无水电解法进行实验。通过传统检测手段和三维观测对比发现，

无水电解法相较于普通的夹杂物检测手段具有多种优点，可以更为清晰全面的分析 MnS 夹杂物的具体形貌，且其

表征方法对夹杂物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越靠近铸坯中心夹杂物尺寸越大，且由球状逐渐发展

成扁平状，对钢性能有不利影响。因此，控制 MnS 夹杂物应从适当提高冷速从而降低中心等轴晶率入手。 

关键词：夹杂物；无水电解；三维形貌； 

Three Dimensional Appearance of MnS Inclusion in Heavy Rail 

Steel 

Wang Bing-yu,Chen Yao,Zhao Qun,Luo Sen,Zhu Miao-yong 
(School of Materials &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Wang 

Bing-Yu)  

Abstract：The plastic deformation of MnS inclusion in heavy rail steel during rolling is the main source 

of cracks and defects in the rail.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not all MnS are 

harmful to the rail. Only large chain inclusions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eel. In order to study the 

three-dimensional morphology of MnS inclusion better, and to find out the Precipitation Law of 

inclusion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types,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by using anhydrous electrolysis 

method. The traditional detection methods and 3D observation comparison, anhydrous electrolytic 

method compared to ordinary inclusion detection method has many advantages, the specific morphology 

can be more clear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nS inclusions tha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of the inclusions. Through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closer to 

the billet, the greater the size of the central inclusions, and gradually from spherical to flat, which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eel. Therefore, the control of MnS inclusions should start 

with a proper increase of cooling rate and a decrease in the central equiaxed grain rate. 

Key words：inclusion;waterless electrolysis; three-dimensional morphology; 

 

近年来，随着我国铁路行车速度的不断提高，提升行车的安全性、改善高速轨用钢的钢材性能至关重

要[1]，而提高连铸坯质量是保证钢材性能的重要前提[2]。伴随着对铁路的需求，重载、高速和提高行车密度

已成为解决铁路运输中运能和运量这一对矛盾的主要方式[3]，国内对高速轨钢的需求量巨大。 

然而重轨钢所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增加，裂纹等问题使铁路每年的维护问题劳民伤财，而归其原因，则

主要是因为钢中的夹杂物问题，在这些夹杂物中，MnS 夹杂由于具有良好的塑性[4]，且在凝固过程中偏析

形成，在后期的轧制过程中，极易变形成大尺寸的链状夹杂物，成为裂纹源[5]，使钢材的横向力学性能进

一步恶化，加剧钢材的各向异性[6]。因此，大量学者对 MnS 的形貌及析出规律做出了研究[7]，采用手段包

括：控制钢中氧含量[8,9]、为钢中 MnS 提供非均质形核质点，即氧化物冶金[10,11]、采用 Ca 等元素对 MnS

夹杂物进行变性处理[12,13]、提高冷却速率[14]，等。本文针对 U75V 重轨钢采用无水电解法研究其 MnS 夹杂

物的三维形貌：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为 U75V 重轨钢，对钢轨轧制前的铸坯钢进行取样。样品尺寸为 380mm×280mm，成分见表 1，

取该样品的四分之一进行实验，将其进行打磨抛光后进行低倍组织腐蚀得到实验效果如图 1 所示： 
 

表 1 U75V 重轨钢成分表，wt% 

Table1The composition table of U75V heavy rail steel，wt% 

钢种 C Si Mn P S Ti 

U75V 0.76 0.63 0.89 0.015 0.004 0.006 

 

265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266 - 

柱状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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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分之一铸坯低倍腐蚀示意图 

Fig.1 1/4 schematic diagram of low corrosion of slab  

在不同晶区进行取样，取样位置如下图所示，分别进行二维检测和三维无水电解，对 MnS 夹杂的析出

位置和三维形貌进行细致的统计。 
3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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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取样位置示意图 

Fig.2 Sketch map of sampling position 

传统的二维检测是将样品打磨抛光后，依靠电子探针或是扫描电镜等检测仪器进行能谱分析，从而确

定夹杂物成分。而无水电解法是一种可以清晰观察夹杂物三维形貌的方法。本文重点介绍无水电解法对 MnS

夹杂物形貌研究的作用。 

1.2 无水电解法的原理： 

利用钢基体和夹杂物的电位差异，调节合适的电流密度，使钢基体在配置好的有机溶剂中电解成 Fe
2+，

游离在电解液中，而夹杂物变成阳极泥吸附在未被电解的金属样品表面。收集阳极泥并过滤，经过磁选和

淘洗之后，得到预期夹杂物颗粒。 

1.3 无水电解法的步骤： 

制样：将样品切割成 30×30×10mm 的小样，进行打磨抛光后清洗干净。 

配液：按一定比例将无水甲醇、四甲基氯化铵等有机溶剂混合均匀后，通入氩气以除去溶液中氧气，

防止电解过程样品被氧化。 

电解：保持低温且通入惰性气体，电流密度为 40~60mA/mm
2，电解时间为 8~10 小时。 

磁选和淘洗：去除其他杂质和干扰项。 

过滤和制样：将过滤后的夹杂物颗粒提取出来，准备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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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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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解装置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electrolysis unit 

其中包括： 1 电解槽、2 低温恒温控制槽、3 恒压直流电源、4 氩气通气装置、5 流量计、6 PH 计、7

电脑、8 滤袋等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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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区域夹杂物的形貌示意图 

Fig. 4 Morphology of inclus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在铸坯的不同晶区取样，分别进行传统的二维检测以及本文重点介绍的三维检测，可得到图中所示，

可以看到不同晶区 MnS 夹杂物的形貌，也可以对二维、三维的检测效果进行对比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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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上图看出铸坯边缘析出的球形夹杂物通常尺寸较小，尺寸多分布在 0.5~3μm，其二维形貌和三

维形貌较为接近。但越靠近铸坯中心，夹杂物尺寸越大，尺寸在 2~150μm 间不等。二维检测看到的大多为

链条状，而通过三维立体观察，发现靠近铸坯中心的大多为扁平状，也就是说传统的检测手段只能看到夹

杂物的一个截面，对夹杂物的分析研究有较大偏差。因此，应用无水电解法分析夹杂物的三维形貌更为科

学、准确。 

2.1 采用无水电解法的优势 

（1）对夹杂物的二维观察，往往只能观察夹杂物的一个截面，如图 4 所示，同一个夹杂物在不同角度

的打磨观察下，其被观察到的形貌和尺寸完全不同，并不能真正客观的掌握夹杂物的具体形貌和具体尺寸，

而三维无水电解可以利用不同物质溶解电位差的差异，选择性的将钢基体电解，而使 MnS 夹杂物完好无损

且完全暴露在视野下，这样可以全方位的对夹杂物形貌进行观察和统计。 

 

图 5 夹杂物的不同切面示意图 

Fig.5 Sketch of different sections of inclusions 

（2）传统的二维检测，是将钢样表面进行打磨抛光后，应用电子探针或扫描电镜等设备进行观察，但

这种检测手段只能观察样品表面一层，由于夹杂物析出并不均匀，所以应用二维检测表征夹杂物数量误差

较大，并无实际参考意义，如图 5 所示，实际夹杂物个数与观测的夹杂物个数相差较大。而无水电解则是

将钢样内夹杂物进行收集，如图 6 所示，可以知道一定重量的钢基体中夹杂物的数量即夹杂物密度，这对

夹杂物析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并且可以清晰的观测到不同尺寸夹杂物的分布情况。虽然对夹杂物具体的

析出位置还是不能准确掌握，但是相较于二维检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图 6 钢基体中某一切面的夹杂物示意图 

Fig.6 Sketch of inclusion in a certain section of steel matrix 

268



炼钢连铸 

- 269 - 

 
图 7 三维无水电解的夹杂物析出图 

Fig.7 Precipitation diagram of inclusions in three-dimensional waterless electrolysis 

（3）经实验检测发现，部分 MnS 夹杂物的外层包裹着少量的 FeS，或是这两种夹杂物在一起复合析

出，这也就是（Mn，Fe）S 系夹杂物。这在传统的二维检测中极易被忽视，由于 MnS 夹杂物周围都是钢基

体，相对于大量的钢基体来说，MnS 夹杂物是微不足道的，则对于边缘的 FeS 夹杂很难被检测出来。而且

复合析出的 FeS 夹杂，在检测上也很难实际说明情况。而三维无水电解则会把夹杂物完整的提取出来，和

原来的钢基体分离，从而可以高效的观察分析夹杂物具体成分。 

2.2 无水电解对夹杂物的表征方法 

用电解前后的质量差 Wdis 即是电解腐蚀掉的质量，计算盛放电解物的培养皿的底部面积为 Afil，拿一

块导电胶面积为 Aobs，将导电胶沾满电解物，制样，检测。 

                                    

fil

obs

A

A

n







dis
V

W
N                                （1） 

其中，n 是夹杂物的总数量，Afil是整个过滤面积，Aobs 是观察过滤面积，Wdis 是电解后损耗的重量，

取 0.0078g/mm
3。 

为了分类和比较不同的夹杂物，以及分析不同夹杂物对钢的影响，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夹杂物的纵横比

（AR）。 

                                       
W

L
AR                                         （2）    

L 代表夹杂物的长度，W 代表夹杂物的宽度。 

采用 Image 测量软件，测量示意图如图 7： 

        
图 8 夹杂物的测量示意图 

Fig.8 Sketch map of measurement of inclusion 

除此之外，对夹杂物的的表征方式还可以以等效半径 Re 来表示： 

                                      WL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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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表征结果统计 
表 2 MnS 夹杂物析出统计表 

Table 2 MnS inclusion precipitation statistics 

夹杂物位置 形成原因 夹杂物尺寸 夹杂物分布 夹杂物形貌 纵横比 等效半径 

柱状晶区 亚稳态偏晶反应 1~50μm 
较为分散，但夹杂物

密度较大 

多为球状和棒

状 
1.0~20.1 1.3~8.5μm 

等轴晶区 
非稳态共晶或稳

态共晶反应 
5~150μm 

多数夹杂物集中在一

起，夹杂物密度小 

多为扁平不规

则状、链状 
2.1~109.5 2.1~12.4μm 

表面细晶区 
非稳态共晶或亚

稳态偏晶反应 
1~10μm 

成弥散化的分布，尺

寸都较小且均匀 

基本都为球状

或多面体状 
1.0~1.5 1.0~2.3μm 

3  结 论： 

1. 越靠近铸坯中心，夹杂物尺寸随着冷速的减小而增大，形状由球形转变成扁平状。即

冷速对夹杂物尺寸影响较大，合理增大冷速会减小夹杂物尺寸。 

2. 通过无水电解法，对夹杂物的三维形貌进行观测，发现在铸坯中心，大量 MnS 夹杂

物呈大尺寸的扁平状，这种夹杂物在以往的统计和观测中并没有被发现。因此，应用无水电

解法根系夹杂物的三围形貌，更加科学、准确。 

3. 根据表征结果可以看出，越靠近铸坯中心，夹杂物纵横比越大，即夹杂物越趋近于长

条状，在后期的轧制过程中，变形程度越大，易生成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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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 连铸液芯大变形压下过程力学行为研究 
张  飞 1，蔡兆镇 1，牛振宇 1，朱苗勇 1，吕德文 2，刘建树 2 

（1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2 邯郸钢铁，河北 邯郸 560002） 

 

摘  要：基于 Marc 有限元计算软件，采用直接耦合法建立了 CSP 连铸过程液芯大变形压下三维热/力耦合有限元

分析模型，并模拟计算了实际 CSP 连铸生产 QSTE380TM 钢过程铸流高温区内铸坯三维温度场演变规律和连铸机

1 段液芯压下量为 13.5mm 条件下的铸坯变形及受力过程行为。结果表明：在液芯压下量 13.5mm 条件下，铸坯受

辊接触挤压及释放作用，其表面应力整体呈大幅度周期性变化演变，最大应力值出现在铸坯角部区域，最大等效应

力值达 55.6MPa，宽面的应力值则较小，最大值为 44.0MPa。随着铸坯下行，受总压下量持续增加作用，铸坯等效

应变总体呈现角部>宽面>窄面的分布规律。液芯压下末端，铸坯角部最大应变约为 0.24，宽面约为 0.20。同时，

铸坯压下过程表层沿厚度方向的位移总体呈阶梯状增加分布变化。 
关键词：薄板坯；连铸；液芯压下；力学行为 

Research of Mechanical Behavior for CSP Continuous Casting with 

Liquid Core Large Deformation Reduction 
Zhang Fei, Cai Zhao-zhen, Niu Zhen-yu,Zhu Miao-yong,LV De-wen,Liu Jian-shu 
(1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2 Handan Steel，Handan 560002) 

Abstract：Based on the Marc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software, establishing the 3D thermo mechanical 

coupled finite element model for CSP continuous casting with liquid core large deformation reduction by 

using direct coupling. The evolution law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temperature field of the slab in the 

casting high temperature zone of CSP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about QSTE380TM steel is simulated 

and the deformation and stress process behavior of the slab during 1 segment with liquid core reduction 

13.5m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quid core reduction 13.5mm and with the 

effect of contacting extrusion and release of casting roller on slab , the equivalent stress of slab surface 

changes greatly and periodically, the maximum stress that is 55.6MPa appears in the corner area ,however, 

wide stress is small and the maximum value is 44.0MPa. With the slab pulled down and the increasing of 

the total reduction, equivalent strain of slab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corner > wide surface > narrow 

surface. At the end of the liquid core reduction, the maximum strain at the corner of the slab is about 0.24 

and the width is about 0.20.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surface layer along the thickness 

direction of the slab during the reduction process is generally increasing in a ladder shape way. 

Key words：thin slab; continuous casting; liquid core reduction;mechanical behavior 

 

CSP（Compact Strip Production）工艺也称紧凑式热带生产工艺[1,2]，是德国西马克公司成功开发的一种

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工艺。目前，全球已建 CSP 生产线占薄板坯连铸连轧总产能的 50%以上[1]，我国 CSP

生产线分布于酒钢、珠钢、涟钢、邯钢、包钢、马钢、武钢，发展十分迅速，截止 2015 年底，全球共生产

薄板坯 11248 万吨，其中，我国生产 3946 万吨。相比于传统的板坯连铸工艺，CSP 连铸过程一般采用漏斗

形结晶器和液芯压下等关键技术，CSP 液芯压下过程涉及凝固传热、钢液流动、铸态变化、外界压力与钢

水静压力等各类复杂情况，一直是连铸坯变形分析的难点[3]。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薄板坯连铸过程进行了大量的模拟研究，Cremmer B 等[4]对空心矩形试样液芯压

下过程进行了有限元数值分析；逯洲威[5]得出薄板坯液芯压下过程应在结晶器出口及二冷区扇形段开始部

分进行能减少铸坯应变的结论；王迎春等[6]得出薄板坯液芯压下过程坯壳角部及窄面应力应变集中的结论；

干勇等[7]对薄板坯液芯压下过程建立了热力耦合有限元模型，分析认为控制和优化连铸坯窄面附近区域的

冷却条件是控制应力和变形的重要手段；此外，唐娜娜等[8]对液芯压下段薄板坯的热/力行为进行分析，得

出薄板坯近角部区域应力应变值最大，最易产生裂纹的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某钢厂 CSP 连铸实际生产过程，采用 MSC Marc 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其连铸过程进行热力

耦合分析，重点研究了薄板坯连铸过程温度演变及其横截面各位置处铸坯的应力应变分布规律。 

1  模型建立 

本文对薄板坯凝固传热变形过程作如下假设[9-11]： 

(1) 同一冷却区冷却均匀，内外弧传热条件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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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铸辊带走的热量折算到二冷综合换热系数中； 

(3) 钢水的初始温度即为中间包温度； 

模型中所选力学性能参数仅是温度函数。 

1.1 边界条件 

1.1.1 结晶器凝固传热边界条件 

当铸坯在结晶器时，对模型中的铸坯施加第二类凝固传热边界条件，热流密度由公式（1）、（2）计算： 

   
 q A B t

                                            （1） 

       

z
t




                                                
（2） 

    式中：t—时间，s；z—距结晶器入口距离，m；v—拉速，m·min
-1

 ；A、B—热平衡系数。 

1.1.2 二冷区凝固传热边界条件 

铸坯出结晶器进入二冷区时，对模型施加第三类凝固传热边界条件。本文采用蔡开科等人[12]测定的经

验换热系数公式（3）、（4）： 

         

0.385 2
0.59 (3 20 / m ), 900（ ℃）    

s
h W W L s t

                  （3） 

      

0 . 3 8 1 2
0 . 4 2 ( 3 1 2 / m ) , 1 0 0 0（ ℃）    

s
h W W L s t

                 （4） 

式中：h—二冷区等效换热系数，W·m
-2

·℃-1；W—二冷区水流密度，L·m
-2

·s
-1；ts—铸坯表面温度，℃。 

1.1.3 空冷区凝固传热边界条件 

    空冷区辐射传热可由式（5）表示： 

    4 4
273 273   B ambq T T

                         
（5） 

式中：σ—斯蒂芬-波尔兹曼常数，5.67x10
-8

 W·m
-2

·K
-4；ε—黑体发射系数；T—铸坯表面温度，℃；Tamb

—环境温度，℃。 

1.2 相关参数 

钢种成分列于表 1 

表 1 实验钢种成分 

Table1 Composition of testing steel 

 

工艺参数列于表 2 

表 2 模型参数 

Table2 Parameters of model 

建模尺寸 mm 固相温度℃ 液相温度℃ 过热度℃ 液芯压下量 mm 拉速 m/min 

90×1250 1495 1527 20 1.5×9 3.72 

1.3 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 MSC Marc 有限元软件模拟从结晶器入口到轿直末端整个连铸凝固过程，考虑铸坯对称性，

取二分之一铸坯建模，采用正六面体单元进行网格划分，模型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其中连铸机 1 段液芯压

下量为 13.5 mm，液芯压下辊 9 对。 

拉坯方向

窄面

内
弧
面

1# 2# 3# 4# 5# 6# 7# 8# 9# 液芯压下辊

 
图 1 模型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of model 

钢种 C Si Mn P S Nb Als 

QSTE380TM 0.0475 0.022 1.004 0.015 0.0038 0.009 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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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凝固传热分析 

2.1.1 某钢厂 CSP 铸坯温度场模拟 

某钢厂 CSP 轿直段附近测温数据如图 2 所示，铸坯在 1 号拉矫辊前 0.7m 处、2 号拉矫辊入口、3 号拉

矫辊入口、4 号拉矫辊入口内弧侧角部温度分别为 930℃、915℃、909℃、902℃，窄面中心温度分别为 989℃、

970℃、958℃、945℃。根据某钢厂 CSP 薄板坯现场实际生产数据（拉速 3.72 m/min，过热度 20℃）进行

模拟，连铸过程薄板坯横截面特殊点位置温度曲线如图 3 所示，铸坯角部在结晶器和足辊段内受二维冷却

作用，出足辊段时铸坯角部温度约为 852℃，之后随着各区冷却强度降低致使宽面中心及角部出现不同程

度的回温现象。随着凝固潜热的不断释放，铸坯中心温度前期下降十分缓慢，而后潜热释放完全铸坯中心

温度骤然急剧降低，凝固终点距弯月面 8.8m 左右。本模拟薄板坯铸坯窄面中心、角部温度与实际 FLIR 红

外测温仪所测温度（图 3 中红点代表现场温度实测值）数据基本一致，说明此模拟 CSP 凝固传热模型符合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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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场测温数据                             图 3 薄板坯横截面特殊位置温度曲线 

Fig.2 Measured temperature data of work site  Fig.3 Temperature curve of slab special positions in cross section 

2.1.2 铸坯各段温度场云图分析 

（a）结晶器出口 （b）1段末端 （c）2段末端

（d）3段末端 （e）4段末端 （f）轿直段末端  
图 4 铸坯各段温度云图 

Fig.4 Temperature nephogram of each segment 

图 4 为 CSP 薄板坯分别在结晶器出口、1 段末端、2 段末端、3 段末端、4 段末端、轿直段末端出口处

的温度场分布云图。从图 4 可以看出，铸坯受结晶器强烈冷却作用，同时角部由于受二维冷却作用，结晶

器出口处铸坯角部温度最低为 852℃，宽面温度则保持在 920℃左右，宽面与角部温度梯度在 70℃范围内，

之后随着各段冷却强度降低，铸坯表面从 1 段开始逐渐回温，2 段末时铸坯角部温度回温至 970℃。铸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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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直末端位置时（距弯月面约 17.5m）角部温度仍然保持在 900℃左右，此时铸坯中心温度为 1271℃，铸

坯此处早已凝固完全，内外层温度梯度逐渐减小。 
 

2.2 液芯压下过程铸坯沿厚度方向位移分析 

液芯压下过程单辊压下量为 1.5mm，压下辊 9 对，液芯压下过程铸坯横截面特殊位置沿厚度方向位移

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分析可知：①铸坯中心和窄面中心沿厚度方向的位移变化大致相同，约为 7.6mm，

略高于宽面沿厚度方向最大位移量的一半。②铸坯受到辊的压下作用及其热收缩作用，铸坯宽面整体同步

向液芯压下方向移动，液芯压下末角部最大位移量为 14.1mm，当铸坯远离压下辊时，铸坯表面因弹性变形

恢复及钢水静压力等综合作用，造成铸坯表面曲折压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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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液芯压下过程铸坯横截面特殊位置沿厚度方向位移 

Fig.5 Displacement of slab’s special position along the thickness direction on liquid core reduction 

2.3 液芯压下过程等效应力应变分析 

为了更好的匹配连铸和连轧之间的坯壳厚度问题，薄板坯一般采用液芯压下技术。液芯压下过程包括

凝固传热、钢液流动、铸坯大变形等各类复杂情况，同时铸坯受到钢水静压力及液压缸强烈的压下作用，

因此，掌握薄板坯液芯压下过程应力应变分布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 

2.3.1 铸坯等效应力分析 

铸坯横截面各位置处等效应力如图 6 所示，（a）宽面各点、（b）窄面各点。分析可知：①在总液芯压

下量为 13.5mm 条件下，铸坯受辊接触挤压及释放作用，其表面应力整体呈大幅度周期性变化演变规律，

最大应力值出现在铸坯角部区域，为 55.6MPa。角部等效应力最大的原因：相比于铸坯宽窄面各位置，铸

坯角部温度最低，此时角部区域弹性模量及屈服强度相应增加，使得该区域由单位应变引起的等效应力迅

速增加[13]。②液芯压下过程，宽面其他位置等效应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保持在 44MPa 左右。③铸坯窄面

随着距角部越近等效应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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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铸坯横截面各位置处等效应力值 
（（a）宽面各点、（b）窄面各点） 

Fig.6 The equivalent stress of slab in cross section 
((a)points of wide face (b)points of narrow face) 

液芯压下末端位置铸坯横截面内外弧表面等效应力分布如图 7 所示。从图可以看出在液芯压下末端某

位置处，铸坯表面内外弧等效应力表现为角部>宽面>窄面中心的分布规律，且内外弧铸坯等效应力大致呈

现对称分布，此时刻铸坯窄面中心等效应力最小为 16MPa。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宽面中心，宽面近角部

区域等效应力会有约 7.5MPa 的突然降低趋势，这是由 CSP 采用铸坯中心水量大、两边水量少的非均匀冷

却喷水方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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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液芯压下末铸坯横截面内外弧表面等效应力分布 

Fig.7 The equivalent stress of slab inner and outer arc in cross section at the end of liquid core reduction 

2.3.2 铸坯等效应变分析 

铸坯各位置等效应变云图如图 8 所示。分析可知：①受总压下量持续增加作用，液芯压下末铸坯等效

应变总体呈现角部>宽面>窄面的分布规律。②液芯压下末端，铸坯角部等效应变最大为 0.24，宽面 0.20。

这是因为铸坯角部温度最低，对应的等效应力最大，根据广义胡克定律，当弹性模量相同时，其对应的等

效应变值也最大。③铸坯窄面节点随着距角部越近，等效应变值逐渐增大，窄面中心处等效应变最小。 

（a） （b） （c）

 
图 8 铸坯各位置等效应变云图 

（a）结晶器出口、（b）液芯压下入口、（c）液芯压下末端 

    Fig.8 Equivalent strain nephogram of slab each position 

（a）entrance of crystallizer、（b）entrance of LCR、（c）the end of LCR 

3  结论 

1）铸坯角部出足辊段时温度为 852℃，之后随着各区冷却强度降低致使宽面及角部出现不同程度的回

温现象，随着凝固潜热的不断释放，铸坯中心温度前期下降十分缓慢，而后潜热释放完全铸坯中心温度骤

然急剧降低，凝固终点距弯月面 8.8m 左右。 

2）液芯压下过程铸坯中心和窄面中心沿厚度方向的位移变化大致相同，最大位移约为 7.6mm，同时角

部最大位移量为 14.1mm,当铸坯远离压下辊时，铸坯表面因弹性变形恢复及钢水静压力等综合作用，造成

铸坯表面曲折压下现象。 

3）液芯压下过程铸坯表面等效应力整体呈大幅度周期性变化演变规律，最大应力值出现在铸坯角部区

域，为 55.6MPa，宽面应力则较小，约为 44MPa。铸坯表面内外弧等效应力表现为角部>宽面>窄面中心的

分布规律，且内外弧铸坯等效应力大致呈现对称分布 

4）随着铸坯下行，受总压下量持续增加作用，铸坯等效应变总体呈现角部>宽面>窄面的分布规律。液

芯压下末端，铸坯角部最大应变约为 0.24、宽面为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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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钢中复合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研究 
赵佳伟，蔡兆镇，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氧化物冶金技术主要通过控制钢中夹杂物的种类、性状（尺寸、数量、分布），利用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

体形核，以提高其强度、韧性。本文通过研究冷却速度对 DH36 钢组织演变的影响以及钢中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

形核规律，获得了不同冷却速度下 DH36 钢中铁素体的性状及钢中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的形核机制。结果表明：

冷却速度在 7℃·S-1 时，DH36 钢铁素体数量多且近似为针状；诱发 DH36 钢晶内铁素体形核的夹杂物主要为尺寸约

为 2um、呈球形或多棱角形的 MnS 及 Al-Si-Ti-O-S-Mn 系、Mg-Al-Si-Ca-O 系复合夹杂物。 

关键词：氧化物冶金；晶粒细化；非金属夹杂物；晶内铁素体 

Study on inclusions induce intra-granular ferrite in low carbon 

ZHAO Jia-wei, CAI Zhao-zhen,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Abstract：Oxides metallurgy technology can turn the harm of inclusion into a benefit by controlling the 

types and properties (siz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inclusion in steel, using inclusion to induce 

intra-granular ferrite, with the result that can refine steel 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intension and 

toughness. This experiment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cooling rate on DH36 steel structure and studied the 

situation of inclusion induce intra-granular ferrite in DH36 steel, found the cooling rate is approximately 

7℃·S
-1

, the quantity of ferrite is large and the shape of ferrite is similar to needle shape and found that 

the inclusion can induce intra-granular ferrite are mainly MnS and the complex inclusions of 

Al-Si-Ti-O-S-Mn, Mg-Al-Si-Ca-O, the size of inclusion is around 2um, the shape of inclusion is 

spherical or square. 

Key words：oxides metallurgy; grain refinement; nonmetallic inclusions; intra-granular ferrite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种类、大小、形状和分布均匀程度的差异会对钢的性能产生明显影响[1]。尺寸相

对较大（如 20um 以上）的非金属夹杂物往往会使钢组织出现缺陷，尺寸相对很小（如 100nm 以下）的非

金属夹杂物常常被称为第二相粒子，其往往作为析出相起到强化作用。然而，诸多研究人员却忽视了钢中

1um 左右的非金属夹杂物的作用，认为其对钢性能的影响不大，直到某位焊接工作者发现焊缝热影响区

（Heat Affected Zone，HAZ）的强度、韧性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并经过仔细研究才发现造成此结果的

原因是在焊接的过程中 1um 左右的非金属夹杂物能够诱发晶内铁素体（IGF）形核，起到了细化钢组织的

作用[2]。 

1  “氧化物冶金”技术思想 

氧化物冶金（Oxides Metallurgy）这一名词，是由日本新日铁公司的高村等人在 1990 年正式提出[3]。

传统认为，夹杂物是钢中有害物质，要严格控制钢中夹杂物的种类及性状。实际上，尺寸相对较大的夹杂

物通常是有害的，而对于细小的夹杂物，控制好其成分、数量及分布，可使钢的强度、韧性发生很大改变。

“氧化物冶金”的思想即是利用钢中均匀分布、熔点较高且细小的氧化物，来控制碳化物、氮化物、硫化

物等夹杂物的形态，使其细化钢的组织，做到将钢中的非金属夹杂物变害为利，这一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钢的质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1“氧化物冶金”技术的具体思路 

氧化物冶金技术起初提出时的具体思路如图 1.1
[4]所示，可概括如下： 

（1）通过各种方式控制钢中氧化物的性质和分布规律； 

（2）由于高熔点的氧化物可以充当其他夹杂物（如硫化物、氮化物和碳化物等）的非均匀形核核心，

因此可利用氧化物对其他夹杂物的析出和分布进行控制； 

（3）利用钢中细小夹杂物钉扎晶界移动，从而阻止晶粒长大； 

（4）利用钢中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来细化晶粒。 
1.2 非金属夹杂物的作用 

非金属夹杂物在氧化物冶金过程中是有益相，其主要表现出了两个作用：一是钉扎晶粒（钉扎晶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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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从而阻止晶粒长大），夹杂物钉扎作用的评价可用 Zcncr 公式表示[4]： 

）（）（ f/r*3/4R                     （1.1） 

R：晶粒尺寸 

r：夹杂物的半径 

f：夹杂物的体积百分率 

由公式 1.1 易知，其体积百分率越高，尺寸越小，钉扎效果越明显。 

二是可以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以实现细化分割奥氏体晶粒的目的，如图 1.1
[5]。 

 

图 1.1 夹杂物促进晶内铁素体形核 

Fig.1.1 Inclusions promote nucleation of intra-granular ferrite 

本课题主要研究 DH36 钢中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情况，即氧化物冶金技术所涉及的第二个方面。 

1.3 晶内铁素体形核过程的机理分析 

目前己有多种关于非金属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的报道，其主要事例如表 1-1 所示[4]。在具有形核

IGF 能力的非金属夹杂物中以 Ti 的氧化物和 MnS 居多，并且现已提出的形核 IGF 的机理主要有以下四种: 
表 1-1 利用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事例 

Table 1-1 The example of inclusions induce intra-granular ferrite 

过程或钢种 夹杂物 

非调质钢 

凝固过程 

焊接热影响区 

型钢，厚板轧制 

MnS；MnS-VN；V(C,N) 

FeS-CuS/Cu2-xS 

TiN；TiN-MnS；TiN-MnS-Fe23(C,B)6；CuxS 

Ti 氧化物；VN；Ti2O3-V(C,N)-(TiN-MnS) 

 

（1）应力-应变能机理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热膨胀系数小于奥氏体的热膨胀系数，在钢的冷却过程中，非金属夹杂物周围形

成较大应力-应变场，为晶内铁素体形核提供激活能。表 1-2 为几种夹杂物的平均膨胀系数[6]，从表中可以

看出锰铝硅酸盐与奥氏体的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此现象常用来解释锰铝硅酸盐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的原

因。 
表 1-2 几种夹杂物的平均膨胀系数  10-6/℃ 

Table 1-2 The average coefficient of expansion of inclusions  10-6/℃ 

夹杂物 平均膨胀系数 夹杂物 平均膨胀系数 

MnS 

CaS 

CaO-6Al2O3 

CaO-2Al2O3 

CaO-Al2O3 

12CaO-7Al2O3 

3CaO-Al2O3 

MgO-Al2O3 

MnO-Al2O3 

18.1 

14.7 

8.8 

5.0 

6.5 

7.6 

10.0 

8.4 

8.0 

3Al2O3-2Si2O3 

2MnO-2Al2O3-5Si2O3 

MnO 

MgO 

CaO 

TiO 

TiO2 

FeO-Al2O3 

Al2O3 

5.0 

2.0 

14.1 

13.5 

13.5 

10.0 

8.2 

8.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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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奥氏体的平均膨胀系数为 23.0。 

（2）低错配度机理 

若非金属夹杂物和新相铁素体之间的错配度较低，可以降低晶内铁素体形核的界面能，从而使晶内铁

素体在非金属夹杂物上形核所需的能量较低，易于形核。已报道的文献资料证明 [7-9]，晶内铁素体能够以

MnS,TiN,VC,VN 作为形核质点形核析出。根据 Bramfitt 公式计算出了一些常见的具有形核 IGF 能力的夹

杂物与铁素体之间的错配度，如表 1-3 所示[10]。 

表 1-3 一些夹杂物的晶格参数及其与铁素体的错配度 

Table 1-3 The lattice parameters of expansion and Degree of mismatch of ferrite 

夹杂物 晶格结构 晶格参数 a/nm a/aα-Fe 错配度 

TiC 

TiN 

TiO 

MgO 

MgS 

MnS 

CaS 

CaO 

TiO2 

Ti2O3 

面心立方 

面心立方 

面心立方 

面心立方 

面心立方 

面心立方 

面心立方 

面心立方 

四方 

六角 

0.4329 

0.4230 

0.4180 

0.4213 

0.5191 

0.5224 

0.5686 

0.4810 

4.5940 

5.1400 

1.510 

1.476 

1.459 

1.470 

1.811 

1.823 

1.984 

1.678 

c=2.958 

c=13.660 

0.076 

0.047 

0.031 

- 

- 

0.089 

- 

0.160 

0.133 

0.268 

注：晶格参数 aα-Fe 为 0.2866nm 

（3）惰性界面能机理 

根据经典非均匀形核理论可知，若钢中存在现成界面则可以使形核势垒减小,即非金属夹杂物可作为惰

性界面以提供形核地点来诱发 IGF 形核[11]。根据此机理，晶内铁素体更容易在奥氏体晶界上形核。 

（4）溶质元素变化机理 

夹杂物能够吸附周围的阳离子元素，在夹杂物周围形成该元素的贫乏区，从而产生形核 IGF 的驱动力。

如，Ti2O3周围存在的贫 Mn、B 区（如图 1.2 所示[12]），Mn 是强奥氏体稳定元素，贫锰区的出现使奥氏体

的稳定性降低，增大了晶内铁素体形核的驱动能，以致促进晶内铁素体形核、长大。夹杂物 Ti2O3 诱发晶内

铁素体形核常常用此机理来解释。 

 

 

图 1.2 溶质元素贫乏区示意图 

Fig.1.2 The poor area of the solute elements 

溶质元素（如 Mn 元素）贫乏区可能的形成原因： 

（1）非金属夹杂物（如 MnS）生成反应: 

[Mn]+[S]=(MnS) 

（2）置换反应: 

（FeS）+[Mn]=（MnS）+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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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Mn]=（MnS）+ [Cu] 

（3）非金属夹杂物（如 Ti2O3）中存在阳离子空位，溶质元素（如 Mn）通过阳离子空位扩散到 Ti2O3

中进而导致 Ti2O3 外围贫 Mn 区的生成。 

四种形核机理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其具体表现为[13]:应力-应变能机理认为在 IGF 形核的过程中

夹杂物整体发挥作用，而低错配度机理认为夹杂物表面物质在 IGF 形核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溶质元素变化

机理说明奥氏体中的溶质元素（如 Mn 元素）起主导作用，夹杂物的大小与 IGF 形核无太大关系。惰性界

面能机理说明夹杂物可充当惰性介质，其尺寸及数量起主导作用，并认为附近溶质元素的含量对 IGF 形核

影响不大。 

2  冷却速度对钢组织影响的实验研究 

2.1 实验原材料 

实验用钢为 DH36 钢，其主要化学成分见表 2-1: 
表 2-1 DH36 钢的主要的化学成分 

Table 2-1 The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DH36 steel 

成分 C Si Mn P S 

含量% 0.08 0.20 1.40 0.015 0.005 

2.2 实验方案 

将 DH36 钢奥氏体化，以不同的冷速降温，分析 DH36 钢的组织演变规律，以找到最有利于晶内铁素

体形核的冷速。其具体的实验方案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实验研究方案 

Fig.2.1 The experimental study design 

2.3 实验过程 

以 DH36 钢为基材，用线切割机切割成 Φ4×10mm 的小试样，用砂纸逐级打磨，再用酒精进行清洗，

焊接正、负极后放入实验装置中。首先将实验装置抽真空，通入氩气并将小试样加热到 1000℃，使其奥氏

体化，再以不同的冷却速度冷却到 30℃。将所得小试样进行镶样，以致方便在金相显微镜下观察其组织形

态。 

将试样再次磨制、抛光，并用 4%的硝酸酒精溶液腐蚀，利用金相显微镜观察其组织形态，分析不同冷

速对钢组织演变规律的影响。 

2.4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不同冷却速度下 DH36 钢的组织形态如图 2.2 所示。 

  DH36 钢试样 

    冷却速度影响组织演变规律分析 

   DH36 钢的组织形态 

  金相显微镜观察 

控制不同的冷却速度 

280



炼钢连铸 

- 281 - 

   

（a）0.5℃·S-1                  （b）1℃·S-1                     （c）3℃·S-1 

   

（d）5℃·S-1                   （e）7℃·S-1                     （f）10℃·S-1 

   

（g）15℃·S-1                  （h）20℃·S                     （j）30℃·S-1 

图 2.2 不同冷速下 DH36 钢的显微组织 

Fig.2.2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DH36 steel in the different cooling rate 

由图 2.2 可见，DH36 钢在 0.5-30℃·S
-1 的冷速下都有铁素体组织生成，只是铁素体的形态随冷速的不

同会发生变化。冷速慢时，以块状为主；冷速快时，铁素体组织细化并以近似针状为主，数量较少。当冷

速小于 3℃·S
-1 时，DH36 钢的组织为铁素体和珠光体,；冷速在 5-15℃·S

-1 范围内，得到铁素体、贝氏体和

少量珠光体，随着温度的升高，贝氏体数量变大且呈粒状；当冷速达到 20℃·S
-1 以上，得到贝氏体和少量

铁素体。 

实验结果表明，冷却速度在 7℃·S
-1 左右时，铁素体的数量较多且近似为针状，所以本实验最佳的冷却

速度设定为 7℃·S
-1。 

3  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实验研究 

3.1 实验方案 

（1）以 DH36 钢为基材切割小试样，通过控制适当的冷却速度，使夹杂物均匀分布以更好地诱发晶内

铁素体； 

（2）根据实验情况，对所得样品进行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的分析和表征，分析非金属夹杂物的成分、

大小、形貌。 

3.2 实验过程 

以 DH36 钢为基材，切割成 20×10×10mm 的小式样，进行磨制、抛光，然后放入微区脉冲磁场发生装

置中进行诱发晶内铁素体实验，密封后通氩气以防止式样在加热的过程中被氧化，通入冷却水以起到冷却

的作用，接通电源进行加热，直到式样全部熔化则停止加热，并以一定的冷却速度降温，在冷却的过程中

施加脉冲磁场，当式样在凝固过程中由紫色变为黑色时，即可关掉脉冲磁场，结束实验。 

待其冷却到室温，用 4%的硝酸酒精溶液进行腐蚀，在扫描电镜下进行观察，探究 DH36 钢中具有形

核 IGF 能力的夹杂物种类、大小及晶内铁素体形核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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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验结果及分析 

（1）Al-Si-Ti-O-S-Mn 系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 Al-Si-Ti-O-S-Mn 系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情况，取夹杂物上中间、边缘部位进

行能谱分析，结果如图 3.1 所示。 

结果表明，非金属夹杂物的主要成分包括 Al、Si、Ti、O、S、Mn 等元素，即夹杂物为 MnS 和 Al-Si-Ti-O

形成的复合夹杂物，复合夹杂物中心部位主要为 Al-Si-Ti-O 系夹杂物，边缘部位主要为 MnS，即 MnS 附着

在 Al-Si-Ti-O 外层。复合夹杂物的尺寸约为 3um，形状大致为球形。可以从图 3.1 中明显观察到以

Al-Si-Ti-O-S-Mn 系复合夹杂物为核心形成取向杂乱、紧密排列、发散式的针状晶内铁素体。通过扫描电镜

进行线扫描时在 Al-Si-Ti-O-S-Mn 系复合夹杂物周围没有发现明显的贫 Mn 区，不符合溶质元素变化机理；

由于复合夹杂物表面物质为 MnS，其与晶内铁素体的错配度为 0.089（相对较低），符合低错配度机理；并

且复合夹杂物为锰铝硅酸盐，其膨胀系数为 2.0，与原奥氏体的膨胀系数相差较大，符合应力-应变能形核

机理，Al-Si-Ti-O-S-Mn 系复合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是低错配度机理与应力-应变能机理共同作用的

结果。 

 
（a）夹杂物中心部位 

 
（b）夹杂物边缘部位 

图 3.1 Al-Si-Ti-O-S-Mn 系夹杂物能谱分析 

Fig.3.1 The energy dispersion spectrum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inclusions of Al-Si-Ti-O-S-Mn 

（2）Mg-Al-Si-Ca-O 系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 Mg-Al-Si-Ca-O 系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成情况，并对夹杂物进行能谱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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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图 3.2 所示。 

结果表明，非金属夹杂物的主要成分包括 Mg、Al、Si、Ca、O 等元素，即夹杂物为 Mg-Al-Si-Ca-O 系

复合夹杂物。复合夹杂物的尺寸约为 2um，形状大致为正方体形。从图 3.2 中可以明显观察到以

Mg-Al-Si-Ca-O 系复合夹杂物为核心形成取向杂乱、紧密排列、发散式的针状晶内铁素体。在扫描电镜下进

行线扫描时在 Mg-Al-Si-Ca-O 系复合夹杂物周围没有发现明显的贫 Mn 区，不符合溶质元素变化形核机理；

其表面物质与晶内铁素体的错配度相对较高（如 CaO 与铁素体的错配度为 0.160），不符合低错配度形核机

理；Mg-Al-Si-Ca-O 系复合夹杂物的膨胀系数在 8.0 左右，与原奥氏体的膨胀系数相差较小，不符合应力-

应变能形核机理；因此，在目前的认知程度上认为 Mg-Al-Si-Ca-O 系复合夹杂物作为惰性界面来诱发晶内

铁素体形核，符合惰性界面机理。 

 

 
图 3.2 Mg-Al-Si-Ca-O 系夹杂物能谱分析 

Fig.3.2 The energy dispersion spectrum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inclusions of Mg-Al-Si-Ca-O 

（3）MnS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 MnS 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成情况，并对夹杂物进行能谱分析，其结果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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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MnS 夹杂物能谱分析 

Fig.3.3 The energy dispersion spectrum analysis of MnS 

结果表明，非金属夹杂物的成分包括 Mn、S 两种元素，即夹杂物为 MnS。夹杂物的尺寸约为 1um，

形状大致为球形或多棱角形。从图 3.3 中可以明显观察到以 MnS 夹杂物为核心形成发散式的针状晶内铁素

体。MnS 夹杂物的膨胀系数为 18.1，与原奥氏体的膨胀系数相差很小，不符合应力-应变能机理；其表面

物质 MnS 与晶内铁素体的错配度为 0.089（相对较低），符合低错配度机理。 

4  结  论 

主要研究了冷却速度对 DH36 钢组织演变的影响，脉冲磁场强度、周期对夹杂物分布规律的影响以及

DH36 钢中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情况，得出如下结论： 

（1）DH36 钢在 0.5-30℃·S
-1 的冷速下都有铁素体组织生成，只是铁素体的形态随冷速的不同会发生变

化。冷速慢时，以块状为主；冷速快时，铁素体组织细化并以近似针状为主，数量较少。冷却速度在 7℃·S
-1

左右时，铁素体的数量较多且近似为针状。 

（2）通过对具有形核 IGF 能力的夹杂物种类、大小、形貌的分析，可知 DH36 钢中能诱发晶内铁素

体形核的夹杂物主要为 Al-Si-Ti-O-S-Mn 系复合夹杂物、Mg-Al-Si-Ca-O 系复合夹杂物及 MnS，并且均能以

夹杂物为核心形成取向杂乱、紧密排列、发散式的针状晶内铁素体。其中，Al-Si-Ti-O-S-Mn 系夹杂物为

MnS 和 Al-Si-Ti-O 形成的复合夹杂物，其尺寸约为 3um，形状大致为球形，低错配度机理与应力-应变能机

理共同作用来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Mg-Al-Si-Ca-O 系复合夹杂物的尺寸约为 2um，形状大致为正方体形，

其可作为惰性界面来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MnS 夹杂物的尺寸约为 1um，形状大致为球形或多棱角形，可

用低错配度机理来解释 MnS 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不同的非金属夹杂物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核机

理，并且一种夹杂物诱发晶内铁素体形核可能是一种或多种形核机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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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钢偏析研究与应用 
胡铁军，翁玉娟，王立军，孙  力 

（河钢集团承钢公司 棒材事业部，河北 承德 067002） 

 

摘  要：钢液在凝固过程中由于成分的不均匀分布导致了铸坯偏析的产生。研究了拉速、二冷水量、电磁搅拌参

数对高锰钢铸坯偏析的影响，并通过成品组织分析对偏析进行评级。结果表明：拉速控制在 1.60-1.70m/min，比水

量在 0.7L/kg，电磁搅拌电流在 310-350A，频率为 3.0HZ 时，连铸坯偏析改善明显，偏析等级在 2.0 级以下。 
关键词：高锰钢；连铸工艺；铸坯；偏析；组织条带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segregation of high manganese steel 

HU Tie-jun, WENG Tu-juan, WANG Li-jun, SUN Li 
(Bar Division of Chengde Iron and Steel Company of Hebei Iron and Steel Group, Chengde Hebei 067102)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solidification of liquid steel, the segregation of billet is caused b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composition. The effects of casting speed, two cooling water and electromagnetic stirring 

parameters on the segregation of high manganese steel billets were studied. The segregation was 

evaluated by the analysis of finished produc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sting speed is controlled at 

1.60-1.70m/min, the specific water content is 0.7L/kg, the electromagnetic stirring current is 310-350A, 

and the frequency is 3.0Hz, the segregation of the continuous casting billet is improved obviously, and 

the segregation grade is below 2. 

Key word：Keywords high manganese steel;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casting blank; segregation; 

microstructure strip; 

 

我厂生产的一种高锰钢筋，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张拉断裂现象，通过金相分析发现钢筋组织存在明显条

带状分布的组织，这主要是由于铸坯的偏析造成的。对钢筋偏析情况进行分析，分析了偏析程度形成的原

因，并据此对连铸工序工艺参数进行了调整，调整后铸坯偏析指数及钢筋偏析程度有了明显改善。 

1  生产条件及设备情况： 

1.1 生产流程： 

工艺路线：铁水     提钒转炉    转炉冶炼    LF精炼      连铸机 

1.2 连铸设备参数 
表 1 连铸机主要技术参数 

Table 1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 

项目 参数 

机型 弧形渐进矫直 

弧形半径/m R12/ R17/ R32 

流数/流 8 

铸坯规格/mm 165×165 

中间包容量/t 2×36 

结晶器长度/mm 1000 

电磁搅拌位置 结晶器 

拉坯速度/（m/min） Max2.5 

结晶器铜管锥度(%/m) 0.6-1.0 

2  高锰贝氏体钢偏析情况及分析： 

铸坯在大变形量轧制后，会产生与轧制方向大致平行的条带成份偏析，轧制之后冷却过程中，不同化

学成份的区域形成不同的显微组织，进而显示成不同的显微组织条带，通过对不同显微组织的条带表征其

偏析程度。 

根据标准“ASTME 1268-99”，偏析程度可以由条带的宽度、间隔以及出现的频率表征。偏析程度的取

样方式，采用 2%硝酸酒精溶液腐蚀，在光镜下从钢筋表面至心部进行依次观察，最终拼接成一张完整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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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程度图。 

 
图 1 由于成份偏析引起的带状组织 

Fig. 1 Banded structure caused by segregation of components 

 

图中是典型的贝氏体钢筋的条带组织，在光学显微镜下，组织呈偏深色和偏淡色的条带间隔分布，放

大之后发现偏深色的条带组织以马氏体为主，偏淡色的条带组织以贝氏体为主。 

这种条带组织源于连铸过程中，工艺参数不合理，造成的化学成份分布不均匀，进而在轧制过程中产

生了与轧制方向基本平行的一种条带偏析。这种条带组织中马氏体和贝氏体组织呈间隔分布，而不是相互

分割。而马氏体对于夹杂物的敏感性远大于贝氏体组织，因此这种条带组织和夹杂物相互作用，会导致微

裂纹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 

3  影响偏析因素及相关工艺优化  

3.1 拉速影响： 

铸机的拉速高低及变化速率对铸坯的凝固壳厚度、凝固末端位置、凝固组织的构成和铸坯高温力学强

度都有极大的影响。拉速频繁变化，也会引起凝固末端位置的频繁变化，凝固末端附近凝固前沿“搭桥”

的概率相应增加，易造成铸坯中心偏析加剧，而拉速突变会诱发中心线裂纹。 

为减少中心偏析，降低了连铸拉速，由原来的 1.80m/min，降低到 1.60-1.70m/min，要求拉速稳定。 

3.2 电磁搅拌影响： 

电磁搅拌技术（EMS）对于提升连铸坯的等轴晶率、细化凝固组织、降低铸坯中心偏析和中心疏松、

改善夹杂物分布并促进成分均匀化具有重要作用。电磁搅拌根据搅拌位置不同，发挥的作用也不同。目前

电磁搅拌的位置可以分为结晶器电磁搅拌（MEMS）、二冷区电磁搅拌（SEMS）和凝固末端电磁搅拌

（FEMS）。 

采用结晶器电磁搅拌方式，连续搅拌方式，以往电磁搅拌参数选择为 300A，3.0HZ。为减少中心偏析，

加大了电磁搅拌电流，加强搅拌强度，选择参数为 310-350A，3.0HZ。 

3.3 冷却强度的影响： 

铸坯内部组织对二冷水的冷却强度尤为敏感，铸坯过冷将导致柱状晶发达，降低钢的高温强度，液芯

在凝固末端提前搭桥，液芯补充不到位，产生中心偏析及疏松；铸坯冷却不足，坯壳过薄又易产生鼓肚，

严重时造成漏钢事故。此外铸坯表面温度回升应小于 100℃/m，否则使坯壳抵抗变形的能力下降，而且还

因膨胀作用使铸坯中心产生抽吸现象促使钢液流动，加剧中心偏析及裂纹。 

资料显示，二次冷却配水比水量通用标准为 0.5~2.0l/kg。我部二冷配水采用弱冷方式，比水量控制在

0.7l/kg。通过测量矫直前后铸坯温度，矫直前铸坯温度在 1100℃左右，矫直后温度在 990-1000℃，符合温

度变化要求。 

4  铸坯内部偏析变化： 

通过采取各项措施，铸坯内部偏析有了明显改善，为验证前后铸坯偏析情况，对铸坯进行了取样分析。 

取样厚度 80mm，沿铸坯横向锯开，选取一半的切割面，使用磨床磨光断面后进行冷酸浸蚀，选取其

中最具代表性位置（取样 4 个点，为任意两条对角线 1/4 处），采用合金钻头对冷酸浸蚀后的横断面进行钻

孔取样，分析金属屑化学成份来确定铸坯的偏析情况。因成份中锰含量较高，偏析情况较明显，用锰偏析

来检验铸坯偏析情况。 

Mn 偏=4Mn1/（Mn2+ Mn3+ Mn4+ Mn5） 

式中，Mn 偏——锰偏析指数值； 

      Mn1——铸坯横切面集合中心锰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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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2 、Mn3 、Mn4 、Mn5——分别是铸坯横切面任意两条对角线 1/4  处的锰含量。 

通过前后取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偏析明显减轻。 

 

表 2 改善前后锰偏析指数 
Table 2 Improve the manganic segregation index 

改善前 改善后 

序号 偏析指数 序号 偏析指数 

1 0.983 1 1.012 

2 0.976 2 1.004 

3 0.972 3 1.010 

4 0.978 4 1.003 

 

从表中可以看出，优化各项参数后偏析明显减轻，改善后的 Mn 偏析指数更接近于标准值 1。 

5  组织偏析情况： 

5.1 不同批次钢筋的偏析情况： 

对改善前后不同批次的钢筋偏析程度进行了系统表征，通过系统的表征，可以看出钢筋在工艺调整过

程中偏析程度的演变。 

 

 

 
图 2 第 1 批次钢筋组织纵截面全图 

Fig. 2  First batch steel reinforcement tissue longitudinal section full view 

 

 

 
图 3 第 2 批次组织纵截面图 
Fig. 3 Second batches of tissue profiles 

 

 

 
图 4 第 3 批次钢筋组织纵截面图 

Fig. 4 Vertical section drawings of fourth batches of steel bars 

 

从图 2到图 4随着工艺参数优化，钢筋的偏析程度改善明显。 

5.2 改善前后偏析等级变化： 

根据偏析程度分级控制范围，对改善前后部分偏析程度进行了统计，统计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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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改善前后偏析程度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segregation degree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从图中可以看出，偏析程度从改善前的 2.0-3.5 级，减少到改善后的 1.5-2.0 级。 

6  结论： 

1) 依据对钢筋偏析的研究及分析，调整连铸工艺参数，拉速控制在 1.60-1.70m/min，比水量为 0.7L/kg，

电磁搅拌电流为 310-350A，频率为 3.0HZ 时，连铸坯偏析改善明显。 

2) 对连铸工艺参数进行调整后，锰偏析指数由偏析前的 0.97-0.98，到偏析后的 1.01 左右，更接近于

标准值 1。 

3) 对连铸工艺参数进行调整后，钢筋偏析程度由原来的 2.0-3.5 级，减少到现在的 1.5-2.0 级。达到了

工艺要求的 2.0 级以下，偏析改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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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硼钢铸坯角部裂纹控制研究 
任金亮 ，秦志国 

（河钢集团承钢公司 板带事业部 ，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为了解决含硼钢种连铸角裂问题,对含硼钢种连铸角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含硼钢铸坯角部缺陷

主要与钢水中氮成分控制、化学成分、铸机工艺参数、结晶器锥度参数、冷却制度、铸机设备精度等因素相关，通

过采用保护浇铸防止增氮、弱冷的二冷配水、合理调整碳含量范围以及调整铸机辊缝精度措施后,含硼钢种连铸角

裂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关键词：含硼钢；连铸；板坯；角裂 

Research on the crack control of boron steel castings 

Ren Jin-liang Qin Zhi-guo 
(Hebei iron &steel group co., LTD., the board of steel company, hebei chengde 067000)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molten steel nitrogen content, chemical composition, process parameters of 

caster, mould taper, cooling system, the factors of equipment precision of boron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orner crack defects of medium carbon steel, by the comparison and test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djustment, make feasible production process standards. For production of boron peritectic prenatal 

parameter optimization test plan formulation, grope for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casting 

production casting, casting machine, drawing speed, cooling intensity, the change of mould taper on the 

surface quality of slab. Experimental analysis made on the test slab (surface pickling, dendritic, sulphur 

print and microstructure analysis), determine the slab meet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rial production 

tracking rolling condition, the rolling defects are analyzed. Summary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effective scheme of cured successfully trial-produced, optimization of boron peritectic operation 

process points. 

Key words： boron-bearing steel;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corner crack 

 

针对钢水氮含量、化学成分、连铸机工艺参数、结晶器锥度、冷却制度、设备精度等因素对含硼中碳

钢的角部裂纹缺陷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现场生产过程中的对比和试验调整，制定可行的生产工艺标准。

对生产含硼包晶钢制定产前参数优化试制方案,摸索在连铸生产过程中保护浇铸、铸机拉速、冷却强度、结

晶器锥度的变化对铸坯表面质量的影响。对试验板坯进行实验分析，确定满足板坯生产要求；根据试制跟

踪轧制情况，对轧制缺陷进行分析。总结分析实验结果，固化试制成功的有效方案，优化含硼包晶钢操作

工艺要点。 

1  连铸工序降低钢中氮含量的控制技术措施 

 
图 1  长水口碗部的优化对比及效果图 

Fig. 1  Optimization of tundish bowl of contrast and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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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长水口氩封良好，对长水口碗部尺寸及形状进行了优化，图 1 为长水口碗部的优化对比及效

果图。图 1(1)中为优化前长水，其碗部的形状为斜坡状，长水口与钢包下水口接触面积小，且容易呕钢，

造成长水口与钢包下水口存在空隙导致增氮。为此，将原来碗部的斜坡改造成有 20 mm 左右的垂直台阶，

见图 1(2)。此方法可以增大长水口及钢包下水口的接触面积，使两者接触更紧密，从而防止吸入空气造成

增氮。改进前后 SS400B 钢种氮含量比较成果应用前钢中氮含量平均降低 20%左右。 

 
图 2  改进前后 SS400B 钢种氮含量对比 

Fig. 2  Improv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nitrogen content of the SS400B steel 

2  钢水化学成分对含硼钢铸坯的影响和措施 

2.1  钢中铝的影响 

钢中铝的增加，裂纹敏感性增加，铝对铸坯角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铝和钢水中氮结合生成 AlN，在晶

界沉淀增加钢的脆性，以 A36-B 为例，钢中酸溶铝含量对卷板边部结疤缺陷的影响情况如下： 

 
图 3  边结疤与酸溶铝的关系趋势图 

Fig. 3  Grap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arring and acid soluble aluminum 
 

表 1  酸溶铝含量对卷板边部结疤缺陷的影响（A36-B） 

Table 1  Acid Soluble Aluminum Content (a36-b) 

酸溶铝范围 ≥0.030% 0.020%-0.030% ＜0.020% 

样本数 14 64 16 

卷板双侧边部结疤卷数 13 34 4 

卷板单侧边部结疤卷数 1 21 4 

表面无缺陷卷数(比例） (0%) 9（14.05%） 8（50%） 

 
由表 1 和趋势图可知，酸溶铝对铸坯角裂缺陷有较大影响。当期生产的 S235JR-B 和 S235JR-2 平均 Als

含量为 0.028%，相对较高。所以降低钢中酸溶铝的含量可以明显降低裂纹出现。 
2.2  碳含量影响 

碳含量处于包晶反应的裂纹敏感区，伴随包晶反应出现较大的体积变化和线收缩，凝固收缩和钢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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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不均衡作用使薄的坯壳表面粗糙、褶皱，严重时形成凹陷，凹陷部位凝固冷却比其他部位慢，组织

粗化，在热应力和钢水鼓胀力的作用下，凹陷处应力集中产生微裂纹。研究表明碳含量在 0.1％～O.15％范

围内的钢，板坯表面角裂及角部角裂产生几率增加，且振痕较深。 

目前所生产 SS400B 碳控制范围为 0.14-0.18%，实际平均碳含量 0.158%，而此钢种的包晶转变点为

0.175%，与包晶转变点较为接近，故认为包晶反应不是角裂产生的原因，但建议冶炼 SS400B 碳含量按上

限控制。提高终点 C 含量，按内控要求的上限控制 0.15-0.17%，避开 0.11-0.15%的裂纹敏感区。同时控制

钢中的[Ｃ]尽量在中上限，避开亚包晶区，对降低裂纹发生率也有明显的效果。 

2.3  硼含量的影响 

现场生产统计发现，生产 SS400B、A36-B 含硼钢板坯表面纵裂纹发生率与钢中硼含量存在如下关系，

钢中硼含量在 0.0015%以上时，纵裂发生率高达 1.33%，而钢中硼含量低于 0.0015%时，纵裂纹发生率仅为

0.59%。为充分发挥硼在钢中的淬透性作用，将钢中硼含量控制在 0.0009%—0.0015%可有效降低纵裂纹发

生率。 

2.4  钛的固氮作用分析 

当温度为 1000℃,氮含量为 0.0035%，钢中钛含量不同时，BN 析出量与硼含量的关系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 

（1）钢中不加 Ti，硼含量为 0.0005%时，开始有 BN 析出； 硼含量为 0.0007%时，BN 的析出量为 

0.0004%； 硼含量为 0.0012%时，BN 的析出量为 0.0014%。  

（2）钢中加入 0.001%钛,硼含量为 0.0007%时，开始析出 BN；硼含量为 0.0012%时，BN 的析出量为 

0.001%。  

（3）钢中加入 0.002%钛,硼含量为 0.0012%时，开始析出 BN。  

 
图 4 1000℃时 BN 在钢中的析出量曲线 

Fig. 4  1000 ℃ when the BN in the amount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steel curve 

   以上分析可知，钢中加入钛时，由于钛与氮的结合作用大于硼与氮的结合作用，因此钢中优先析出 TiN，

同时降低了钢中氮的含量，使 BN 的析出量也随之明显减少，而第二相粒子 BN 的析出是引起 SS400 含硼

钢铸坯边裂的重要原因，钛的这种固氮作用可以改善铸坯的边裂情况。加钛固氮。在 SS400 含硼钢中，

BN 的析出温度高于 AlN 的析出温度，但低于 TiN 的析出温度。当钢中加入钛，TiN 最先析出，BN 其

次，AlN 最后析出。优先析出的 TiN 能降低钢中自由氮的含量，并抑制 BN、Al N 的析出。氧氮分析可

知 SS400 含硼钢中氮含量为 0.0035%，热力学计算表明，当钢中的钛含量为 0.001%时，可以有效减少 BN 

的析出量，Ti 的含量为 0.005%时，无 BN 析出 

3  生产过程冷却制度对铸坯表面影响 

二冷冷却强度不能较好地控制，对于裂纹敏感性钢 SS400B 来说会增大角裂的发生，因此改善冷却制

度可以有效地减少 SS400B 钢铸坯角裂。 

3.1  生产过程中冷却制度是影响铸坯质量的重要因素。 

选取含硼钢做实验，生产条件：某浇次共生产 SS400B 共 25 炉，，具体生产情况如下：结晶器锥度为 0.96%

（手动调节），结晶器冷却水温度为 27.4℃，结晶器振动曲线为 02#振动曲线，，保护渣用通宇包晶钢保护

渣。 

前 7 炉使用 8#水表，拉速 1.2m/min 铸坯表面存在严重角裂，特别是 1 流和 2 流南侧较为严重，第 8

炉将水表调整为 4#，并且将拉速降到 1.1-1.0m/min，铸坯角裂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浇次后期 10 炉执行低

拉速、强冷工艺，铸坯宏观未观察到角裂。由此可知，在其它浇注条件较为稳定的条件下，拉速及二冷制

度对铸坯角裂有较大影响，因此稳定拉速和选择合适的二冷制度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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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晶器锥度及冷却强度对铸坯角部的影响 

结晶器锥度对铸坯质量的影响研究，在 SS400B、S275JR-B 等含硼钢浇次进行试验；将结晶器锥度调整

为 1.05%，其它仍按工艺要点执行； 

每流取低倍样一块，按照要求进行加工和分析。通过对当前生产 SS400B 和 S275JR-B 角裂缺陷研究可

知，缺陷存在以下特点： 

宏观观察可知，SS400B 裂纹呈“跨角裂”形式，主要集中在内弧侧角部振痕处，外弧极少； 

扫描电镜检验可知，裂纹沿晶界扩展，晶界强度较低；（如附图 5 所示）在裂纹上未发现保护渣等成分

的夹杂物，说明在结晶器中裂纹未露出或未形成。膜状先共析铁素体在沿裂纹周围出现，铁素体强度约为

奥氏体强度的 1/4，显著降低晶界强度；（如附 4 所示） 

铸坯角裂裂纹周围存在 200μm 以上脱碳层，并且存在氧化质点（如附图 5 所示），脱碳层及氧化质点表

明缺陷是在高温阶段形成，也就是在二冷及以上阶段形成。 

以上特性表明，板坯在弯曲时形成角裂，所以在铸坯进入弯曲段做好矫直的冷却参数很重要。 

 
图 4 组织结构图                          图 5 200μm 以上脱碳层组织 

Fig.4  Texture of steel                               Fig.5 Texture of steel for 200μm 

试验 1#铸机计划生产 SS400B 共 7 炉，前 5 炉以及浇次后 2 炉生产，根据计划连铸过程共试验 2 种连 

铸工艺，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2 优化后工艺参数 

Table 2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after Optimization 

炉次 
结晶器冷却

强度 NL/min 
水表 1 流倒锥度 2 流倒锥度 二冷水表 

15205687、
15205688 

4000、380 13# 

0.98% 1.04% 

13# 

15205702、
15305278 

4200、400 4# 4# 

前 5 炉结晶器冷却水温度为 24.7-29.8℃，二冷水压力为 0.95MPa；后 2 炉结晶器冷却水温度为 33.9℃，

二冷水压力为 1.01 MPa。 

表 3 铸坯质量表 

Table 3 Slab Quality Schedule 

炉次（均已 2 流进行对比） 表面质量 

15202684、15202685 较轻，个别振痕处有细小的微裂纹 

15202687、15202688 严重 

15202702、15302278 角部未发现裂纹 

 

表 4 铸坯角部取样表 

Table 4 Sampling Table of Slab Corner 

炉次（均已 2 流进行对比） 表面质量 

15202684 振痕较浅，未观察到裂纹 

15202685 振痕深，角裂间距较大、裂纹较大 

16202686 振痕深、角裂严重，裂纹较大 

15202687 振痕深、角裂间距较大、裂纹较大 

15302278 振痕较浅，未观察到裂纹 

292



炼钢连铸 

- 293 - 

表 5 优化前后铸坯矫直段温度对比 
Table 5 Temperature Comparison of the Straightening Section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测量位置 中间 1/4 处 角部 

优化前 
7 段出口 

8 段出口 

985 

973 

925 

915 

815 

801 

优化后 
7 段出口 

8 段出口 

1021 

1015 

1059 

1026 

973 

961 

由表 5 可知，优化前铸坯在进入矫直区时，角部温度已经进入第 1II 脆性温度区，不利于角部横裂纹

的改善。因此，通过采用二冷区等比率递减水量与实际生产相结合的方法，将 1～8 段水等比例降低 20％，

同时将 1～8 段边部水关掉，得出优化后的比水量为 0.45～0.51 L／kg。优化后所测矫直区温度见表 5(拉速

为 1.1m／min，中包温度为 1542
o
C)。由表知，通过优化二冷比水量后的铸坯在矫直区的角部温度明显提高，

基本避开了在第 1II 脆性温度区矫直；同时，优化二冷比水量后铸坯在二冷各段横向方向更为均匀。 

结晶器冷却制度及二冷制度对铸坯角裂影响较大，由多次试验结果可知，相同情况下，低拉速，结晶

器和二冷采用相对强冷，含硼钢铸坯角裂得到有效控制，宏观观察已不到铸坯角裂缺陷； 

优化前后铸坯低倍图11为SS400B 钢在系统投入前后铸坯的低倍图，中间缩孔大于2级的铸坯由原来的

10%降为0%，中心裂纹大于2级的铸坯由原系统的25% 降为0%．可见铸坯低倍组织有明显的改善。 

表 6 新旧系统铸坯内部缺陷低倍图对比 

Table 6,The Internal Defects of the Old And New Systems are Low 

级别 
缩孔 中心裂纹 

新系统 原系统 新系统 原系统 

0.0 42% 42% 0% 0% 

0.5 50% 25% 19% 0% 

1.0 8% 23% 33% 33% 

1.5 0% 10% 40% 57% 

≥2 0% 0% 0% 25% 

 

 
图 6 低倍样对比图 

Fig.6  Shows the lower case diagram 
 

试验表明含硼钢种连铸板坯出现角裂的根本原因是矫直过程中基体承受不了形变产生的应力应变,沿

着振痕处的偏析带形成裂纹源,逐渐扩展形成角裂。优化矫直段内弧喷嘴,使二冷水不直接喷到板坯角部, 

提高矫直段板坯的角部温度以避开含硼钢的脆性区。另外,使用了高碱度保护渣和合适的二冷配水。在实施

上述几项措施后,采用了轻压下技术, 显著降低了含硼钢种连铸板坯出现的角裂数量。 

表 7 优化前后含硼钢角裂发生率对比 

Table 7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of Boron Steel Corner Crack Occurrence Rate Comparison 

时间 修磨量/t 总产量/t 角裂发生率/% 

优化前 95360.88 113097.22 84.331 

优化后 15910.94 69648.26 22.80 

由表 7 可知，工艺优化后，角裂发生率由 84.31％降为 22.80％，铸坯表面质量明显好转。（此数据为近

293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294 - 

期 3 个月统计数据） 

参数控制指标 

⑴二冷水水温高求≥25℃，结晶器水温要求≥28℃。 

⑵结晶器振动偏摆量在0.3mm范围内，标高偏差0.3mm内。 

⑶开浇前水嘴更换堵塞水嘴，矫直喷射角不正水嘴，1-8水嘴堵塞≤2个，严禁相邻水嘴堵塞,9-11段水嘴堵塞

≤2个。 

⑷设备总进水回水差≤40 L/min，1-6段设备漏水不浇淋铸坯。  

⑸扇形段辊缝1-6段必须满足±0.5mm偏差范围内，全辊缝偏差在±1mm内的点小于12点。 

⑹自动浇钢能够正常使用，信号传输正常，开配器开合灵活，结晶器液面波动在±2.5mm范围内。 

 

3.3 结晶器锥度的优化 

结晶器锥度是板坯连铸机的一个重要参数。锥度过小，气隙大，影响铸坯对结晶器的传热，制约拉速

的提高；锥度过大，会增加拉坯阻力和结晶器壁的磨损，易引起铸坯抖动，造成铸坯振痕波谷偏析处受力

而形成横裂纹，因此，必须根据铸坯断面尺寸、钢水特点、实际收缩比选取合适的结晶器倒锥度。热轧卷

板事业部连铸作业区在含硼钢的浇注过程中，将结晶器将结晶器倒锥度由原来的 1.05％／m 调整为 0.98％

／m。 

4  铸机设备的精度和维护 

对弧和辊缝精度差，铸坯通过该处会承受额外的机械应力，有可能造成铸坯表面缺陷，定期对扇形段

接弧进行校验，使扇形段位置达到目标要求。每周使用辊缝仪测一次，每次更换扇形段后都必须对弧，保

证扇形段对中良好。每次停机时间大于 2 h，必须组织人员对喷嘴进行清理，确保二冷雾化效果。对达到使

用寿命的扇形段，必须更换。对流量有波动的二冷水阀，要立即在线处理。针对设备漏水及堵塞严重，每

浇次间对扇形段辊子及水嘴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清理或更换；每日统计扇形段漏水量，保证设备漏水

不浇淋铸坯。因加大了品种钢比例，为减少粘结，热轧卷板事业部加大了铸机当前足辊水量，针对此现状，

为利于铸坯均匀冷却，对 SS400B 钢的冷却制度作相应调整，由弱冷改为相对强冷，角部缺陷得到了明显

改善。 

结论 

承钢热轧卷板事业部通过控制合适的钢水成分，全程保护浇注减少连铸增氮及优化铸机参数和优化二

冷制度，有效地控制了含硼钢铸坯角部裂纹的产生。通过跟踪调整，采取以上措施后，含硼钢角裂产生率

由 22%降为 3.8%，表面质量明显改善，参数满足时，从铸坯上肉眼已经看不到角裂，不切角也可满足正常

生产要求，并且未出现因角裂直接判废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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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坯连铸结晶器内流场与钢-渣界面波动性数

值模拟分析 
董伊康，刘天武，王健，张飞，刘需，孙力，吝章国 

（河钢集团钢研总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3） 

 

摘  要：本文基于 Fluent 商用有限元平台，以 1300×200mm 板坯连铸结晶器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实际生产工艺，

利用 VOF 方法建模计算并追踪结晶器内钢-渣界面运动，分析了拉速和水口浸入深度对系统流场和钢-渣界面波动

性的影响规律，并通过水模实验验证了仿真模型准确性。同时，结合实际生产情况给出了结晶器钢-渣界面稳定性

的控制措施。研究结果表明：拉速的增加会加剧结晶器弯月面处的界面波动，浸入深度的增加可有效抑制钢-渣界

面波动，避免卷渣现象发生；根据数值模拟结果，为获得稳定流场和减少界面波动，建议的工艺匹配值为：拉坯速

度 1.2m/min，水口浸入深度 280mm。 

关键词：结晶器；流场；钢-渣界面；Fluent；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of flow field and steel/slag interfacial 

volatility in slab continuous casting mold 

DONG Yi-kang, LIU Tian-wu, WANG Jian, ZHANG Fei, LIU Xu, SUN Li, LIN Zhang-guo 
(HBIS Group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Shijiazhuang 050023,HeBei,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mmercial software fluent, this paper choosed 1300200mm slab continuous 

casting mol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production process, using the VOF(volume 

of fluid )method to calculate and track the movement of steel-slag interface in mold, analyzing the 

influences law of casting speed and submergence depth of SEN(submerged entry nozzle) on the system 

flow field and steel and slag interface volatility, and used water model experiment validates the model 

accuracy.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proposed control measures of the 

steel/slag interface stability.Results show that: with casting speed increase the interface fluctuation will 

aggravate; The increase of depth can 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fluctuation of steel/slag interface and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slag 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In order to obtain 

stable flow field and reduce the fluctuation of the interface, the process of matching value for advice: 

Casting speed is 1.2 m/min, submerged depth is 280 mm. 

Key words：mold; flow filed; Steel-slag interfacial; Fluent; numerical  

 

研究表明，连铸坯大多数表面缺陷和内部质量问题来源于结晶器，同时，结晶器又是连铸工艺中控制

钢液质量的最终环节，是去除夹杂物、改善钢材质量的最后机会[1]。决定连铸坯表面质量以及非金属夹杂

物含量和分布的关键取决于结晶器内钢液的流动。结晶器内钢液流动状态对钢液表面卷渣、夹杂物捕捉、

裂纹缺陷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其中，结晶器钢-渣界面剧烈波动引起的卷渣现象是引起连铸坯夹杂物缺陷的

主要原因，Emling 分析认为铸坯所具有缺陷的 70%与结晶器卷渣有关[2,3]。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采用数学和

物理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结晶器内流场、自由界面和钢-渣界面行为[4]。 

本文以某公司连铸机为研究对象，利用 Fluent 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根据实际生产工艺，分析拉速、

浸入深度等工艺参数下对结晶器内流场的分布状态，并采用 VOF 方法追踪结晶器内钢-渣界面波动情况。

在物理模型的验证下，给出了稳定流场和减少界面波动的不同工艺参数的设置范围，为优化连铸工艺参数，

提高铸坯质量提供参考。 

1  数学模型 

1.1  基本假设 

由于结晶器内钢液流动及钢-渣界面波动是相当复杂的过程，因此对结晶内的固-液传输过程做以下假

设[5,6]： 

(1)结晶器内钢液流动为三维瞬态不可压缩 Newton 流动； 

(2)结晶器内钢液按均质相处理； 

(3)忽略坯壳凝固、结晶器振动和倾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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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控制方程 

(1)结晶器内流动属于湍流流动，采用不可压缩黏性流体力学中的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及 ~k  方程

模型来描述结晶器内三维流动的数学模型，其方程的具体形式参考文献[7]。 

(2)流体体积函数模型 

本文采用 VOF 方法追踪结晶器内钢-渣界面波动情况，其连续性方程为： 

0S s

i

i

F F
u

t x

 
 

 
                                      (1) 

式中：
ix 为坐标分量；

iu 为 i 方向上速度分量 m/s；
sF 为钢液的体积分数，

sF =0 代表钢渣，
sF =1 代

表纯钢液，0<
sF <1 代表钢渣界面。 

1.3  计算网格 

该厂连铸机结晶器尺寸：断面尺寸选取：1300mm200mm，长 900mm；浸入式水口尺寸：70mm60mm；

钢渣厚度根据实际工艺选取为 50mm。由于结晶器对称性，计算域选取整个模型的四分之一，采用 ICEM

对浸入式水口和结晶器进行网格划分，考虑计算结果准确性和稳定性，对界面附近区域采用网格局部细化

技术，计算区域网格划分如图 1.1。 

钢水与钢渣界

面处网格细化
2
4
0
m

m

 
图 1 计算域网格划分 

Fig. 1 mesh division in computational domain 

1.4  边界条件及求解方法 

(1)入口速度根据拉坯速度由质量守恒定律确定。 

0x yu u                                         (2) 

z inu v                                          (3) 
20.03in ink v                                        (4) 

1.540.63in ink                                       (5) 

式中
xu 、 yu 、

zu 分别为 x、y、z、方向上的速度分量；
inv 为入口速度， ink 为入口湍动能， in 为入口

湍动能耗散率。 

(2)出口速度采用 outflow 边界条件。 

(3)对称面变量梯度为 0，结晶器壁面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近壁区采用标准壁面函数。 

(4)求解过程中动量方程的压力项采用 PISO 算法，求解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及湍动能方程的收敛指

标均为残差值小于 10
-4，计算步长设置为 0.005s。 

(5)数值模拟中涉及的工艺参数和物性参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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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艺参数及物性参数 

Table 1 process parameters and physical parameters 

参数 取值 

结晶器尺寸/mm 1300×200 

拉坯速度/(m/min) 1.2、1.5 

浸入深度/mm 240、280、310 

钢液密度/kg/m3 7100 

钢液黏度/(kg/(m·s)) 6.7×10-3 

钢渣密度/kg/m3 2700 

钢渣黏度/(kg/(m·s)) 0.2 

钢渣厚度/mm 25 

钢-渣表面张力/(N/m) 1.6 

2  模拟结果分析 

2.1  结晶器内流场及钢-渣界面波动特征解析 

速度速度

Velocity

 
      (1) t=1.5s          (2) t=4s            (3) t=6s 

(a)不同时刻下结晶器内流体速度云图 

(a) Fluid velocity diagram at different time in mold 

钢渣体积分数钢渣体积分数

Volume 

fraction of 

slag

 
        (1) t=1.5s        (2) t=4s            (3) t=6s     

(b)不同时刻下结晶器内钢-渣界面图及流场迹线图 

(b) Steel/slag interface and flow chart at different time in mold 

图 2 不同时刻下结晶器内流场与钢-渣界面图 

Fig.2 Flow field and steel/slag interface at different time in mold 
 

图 2 为在拉速 1.2m/min 和浸入深度 280mm 工艺条件下，结晶器内流场与钢-渣界面随时间历程变化云

图。由图 2(a)速度云图可以看出，在 t=1.5s 时，钢液从浸入式水口射出，此时还未冲击到结晶器窄面。但

是随着射流在结晶器内范围扩大，钢液流动速度逐渐减缓。在 t=4s 时，钢液冲击至结晶器窄面部位，此时

钢液分为上下两个流股，且有沿窄面向上运动趋势；在 t=6s 时，上升流股沿窄面向上运动，并且在结晶器

内上半部分形成上回流区域。结合图 2(b)进一步分析可得，在 t=1.5s 时，钢液未到窄面时，结晶器内钢液

运动前沿速度较低，回流涡心位于结晶器中部区域，且距窄面有一定距离，此时流场未得到充分发展，钢-

渣界面基本保持水平状态；当 t=4s 时，钢液冲击窄面，涡心位置趋于窄面，由于此时钢液冲击窄面速度偏

低，涡心高度变化不明显，但由于上升流股出现，钢液接触至渣层，钢-渣界面出现减薄趋势；当时间增至

t=6s 时，结晶器内流场得到充分发展，钢液分为上下两个流股，涡心高度上移，弯月面处渣层受到上升流

股冲击变薄，同时由于钢-渣表面张力的存在，部分钢渣被钢液带至近水口区域，导致弯月面处波高增加，

渣层厚度减少，近水口区渣层厚度增加。经以上分析可得，在 t=1.5s~ 6s 的时间历程内，钢液沿窄面上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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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速度不断增加，弯月面处钢-渣界面厚度呈显著减少趋势，但钢液在窄面的冲击点高度变化不明显。

2.2  拉速对结晶器内流场及钢-渣界面波动性的影响 

浸入深度为 280mm，拉速分别为 1.2m/min 和 1.5m/min 时，结晶器钢-渣界面形态如图 3 所示，随着拉

速的增加，结晶器内上回流区域范围扩大，同时沿窄面上升流股速度增加，导致弯月面处上升流股波动加

剧，由图 3(a)钢/渣界面形状，可见拉速对钢-渣界面的最大高度具有显著影响，拉速的提高使得钢液流动剧

烈，导致弯月面出波高增加，在距窄面 150mm 处，钢液由于自身重力形成回流，钢液将较多的熔渣带至水

口附近，引发水口附近渣层增厚。在近水口附近波高降低，进而钢-渣界面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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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钢/渣界面形态                                 (b)钢/渣界面速度 

(a) Steel/slag interface morphology                  (b) Steel/slag interface velocity 

图 3 拉速对结晶器钢-渣界面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casting speed on the steel/slag interface of mold

由图 3(b)可见，拉速对界面速度的影响体现在，界面速度最大处于距离窄面 200mm 附近，该位置在实

际生产中最易发生剪切卷渣，拉速的提高使钢-渣界面速度增加，钢-渣界面发生卷渣可能性增大，致使保

护渣卷入钢液中形成夹杂物的几率增大。 

2.3  浸入深度对结晶器内流场及钢-渣界面波动性的影响 

拉速为 1.2mm，浸入深度为 240mm、280mm、310mm 时，结晶器钢-渣界面形态如图 4 所示。随着浸

入深度的增加，钢液对窄面冲击点位置下移，导致结晶器内上半部分钢液流动区域增加，沿窄面上升流股

的的流程增加，速度减弱，由图 4(a)可见，钢-渣界面随着浸入深度增加，弯月面处出现最大波高由 40mm

降至 18mm 波，并且波动趋于平缓，分析表明水口浸入深度增加有利于抑制钢/渣界面波动性，降低界面卷

渣可能性。 

由图 4(b)可见，水口浸入深度的增加使得钢-渣界面处整体速度分布降低，在窄面附近，即距水口 650mm

处，随着浸入深度的增加，沿窄面上升流股的流速显著降低，在距水口 450mm 附近，最大速度由浸入深度

为 240 时的 100mm/s 降至浸入深度为 310mm 时的 30mm/s，说明增加浸入深度可以显著降低界面速度，大

幅度减少钢液对钢-渣界面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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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钢/渣界面形态                           (b)钢/渣界面速度 

(a) Steel/slag interface morphology            (b) Steel/slag interface velocity 

图 4 浸入深度对结晶器内流场及钢-渣界面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submerged depth on the steel/slag interface of mold

2.4 物理模型验证及钢-渣界面波动控制措施 

为验证数值模拟结果准确性，根据相似性原理，按照实际模型以 2:1 比例，采用亚克力板建立结晶器

水模实验平台，如图 5 所示。实验中，选择水和液体石蜡分别模拟钢液和渣层[8]。参考实际工艺参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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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ude 准数为相似准则，确定物理模型实验参数。实验过程中通过平行于液面高度的高速摄像机记录实验

过程，用于后续处理分析。同时采用前面提出的建模手段建立与结晶器水模型同比例、同参数数学模型。

通过比较两者的水-油界面形状验证数学模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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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结晶器水模实验平台 

Fig.5 water model experi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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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水模实验与模拟结果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water model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results 

图 6 为结晶器水模实验中测量得到的水-油界面形状与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的比较，可见计算结果与实验

测量结果吻合良好，证明了数值模拟结果的准确性。 

根据数值模拟结果，结合现场实际，提出结晶器内钢-渣界面稳定性控制措施： 

(1)拉速的提高能够促使钢液流动充分，减少结晶器内死区，均匀弯月面温度，但同时导致结晶器内上

部钢液回流剧烈，剪切卷渣趋势增强。因此，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适当降低拉速会增加钢-渣界面稳定

性。 

(2)水口浸入深度的增加能够有效降低弯月面处波动幅度，但对夹杂物去除、凝固坯壳的生长有一定影

响，在保证铸坯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水口浸入深度，能够促进钢-渣界面稳定性。 

3  结  论 

(1)本文利用 VOF 方法描述了拉速、水口浸入深度对结晶器内流场和钢-渣界面的影响规律，并通过物

理实验验证了数值模拟的准确性。 

(2)拉速的增加会加剧结晶器弯月面处的界面波动，在水口浸入深度一定的情况下，过高的拉速会使流

场恶化，增加渣层破裂的可能性；浸入深度的增加可有效抑制钢-渣界面波动，有利于避免卷渣现象发生。 

(3)根据数值模拟结果，拉速和水口浸入深度的合理匹配对获得理想结晶器流场和稳定的钢-渣界面十分

重要，针对 1300mm200mm 连铸结晶器，建议的工艺匹配值为：拉坯速度 1.2m/min，水口浸入深度 280mm。

实际生产过程中可根据两者对结晶器流场和界面波动的影响规律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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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04 头坯夹杂物研究与应用 
程  迪，武志杰，姜丽梅，王亮亮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技术中心，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连铸浇注过程受拉速变动等因素影响，头坯的不同部位存在大颗粒夹杂物，极易在冷板表面产生夹杂缺

陷，影响产品质量。本文通过氮氧成分分析、大样电解分析、扫描电镜分析等手段，研究了 DC04 头坯沿拉坯方向

夹杂物分布规律，其中头坯 T[O]含量随拉坯长度逐渐降低，距坯头 4m 处 T[O]达到 30ppm 以下。基于研究结果，

提出了 DC04 头坯科学合理的切割和利用方法，提高头坯综合利用价值，降低头坯冷轧后夹杂缺陷风险。 

关键词：IF 钢；夹杂物；头坯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n inclusion of DC04 first slab 

Cheng Di  Wu Zhi-jie  Jiang Li-mei  Wang Liang-liang 
( HBIS Handan Iron & Steel Group CO. , LTD Produc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Hebei Handan 056015) 

Abstract: Large granular inclusions exist in the first slab during casting process by the change of casting 

speed which result inclusions defects on cold rolled plate and affect quality of slab. This paper is study on 

distribution regularity of DC04 first slab inclusions along casting direction. T[O] is increased along 

casting direction in first slab, the content below 30ppm in the position about 4m along the slab head. 

Based on the researches which give a slab cutting and application method to improv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value and avoid risk of inclusion defect after rolled plate of first slab. 

Key words: IF steel; inclusion; first slab 

 

DC04 是深冲用 IF 钢的一个代表牌号，广泛用于冲压变形复杂的汽车零件，以及汽车面板。头坯属于

连铸浇次开始必然产生的一种非稳态铸坯，由于浇次开始拉速变化、中间包钢水注入过程的二次氧化等因

素，造成头坯夹杂物含量高、洁净度差，造成轧材表面缺陷甚至开裂风险增加。因此，分析和评估非稳态

条件下头坯洁净度变化规律，可以为头坯合理分切和利用起到指导作用，最大程度降低质量风险，提高铸

坯利用率。 

1  研究方法 

1.1 取样方法 

研究钢种为 IF 钢 DC04，铸坯为浇次开始产出的头坯，铸坯断面 1367×241mm。以头坯坯头为起点，

切割坯头长度 1.5m 后，每隔 0.5m 沿拉坯方向在铸坯宽度 1/4 处取铸坯试样，50mm×50mm×铸坯厚度，共

10 块试样。 

对于铝镇静钢来说,当钢液脱氧后,与溶解在钢中的元素相平衡的溶解氧很低,结合氧是以内生和外来夹

杂物的形式分布于钢中。可以用 T[O]作为溶解氧与结合氧之和，来表征钢中显微夹杂物的水平。连铸浇注

过程钢中氮含量变化，表征钢水二次氧化及吸氮情况。因此，试验主要分析铸坯中 T[O]、[N]含量变化规律。 

1.2 试样工艺条件 

（1）冶炼工艺：铁水预处理-顶底复吹转炉-RH 精炼-板坯连铸。 

连铸中间包充分烘烤，开浇前中间包停止烘烤至大包开浇期间进行包盖吹氩保护，降低钢水二次氧化

机率。试验炉次开浇正常，大包自动开浇，长水口密封正常，覆盖剂熔化均匀，正常浇注过程中间包钢水

吨位稳定在 54～56 吨。 

（2）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以浇次第一炉浇注中期中间包取样为参考，钢种 DC04（Ti-IF 钢），具体成分如表 1 所示。 

表 1  DC04 中间包钢水成分（wt%） 

Table.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DC04 in the tundish （wt%） 

C Mn P Als Ti N 

0.0038 0.11 0.010 0.03 0.07 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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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头坯氧、氮变化情况 

图 1 为头坯不同位置处 T[O]、[N]变化情况，头坯沿拉坯方向 T[O]、[N]含量逐渐降低。 

头坯 T[O]]变化，自距离坯头 1.5m 处至 3m 处，T[O]]含量由 47ppm 逐渐降低至 26ppm，并且后续随浇

注持续进行，T[O]]含量稳定在 30ppm 以内。在距离头部 7.5m 后 T[O]]含量控制在 20ppm 左右。 

头坯[N]变化，自距离坯头 1.5m 处至 7.5m 处，[N]含量由 70ppm 逐渐降低至 40ppm，并且接近正常坯

水平（38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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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头坯沿拉坯方向 T[O]、[N]变化 

Fig.1 The T[O] and [N] during casting direction of first slab 

2.2 头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分析 

对头坯不同位置处铸坯样进行大样电解分析，采用 SLIME 法电解萃取，过滤分离，对电解后非金属夹

杂物进行统计，不同位置头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如图 2 所示。 

沿拉坯方向，头坯中大型夹杂物含量随着距离坯头越远，逐步降低。前 1.5m 内，头坯中大型夹杂物含

量最多，与浇次开浇阶段结晶器保护渣加入及二次氧化有关
[1]
。此次试验中，距坯头 3.5m 后铸坯大型夹杂

物含量趋于稳定，基本达到 2.0mg/10kg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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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头坯沿拉坯方向大型夹杂物含量变化 

Fig.2  The large-sized inclusions at different position of first slab 

2.3 大型夹杂物来源 

经扫描电镜和能谱定量分析,发现头坯中电解的典型大型夹杂物主要为硅酸盐夹杂和铝酸盐夹杂,尺寸

约 200～300μm。其中典型硅酸盐夹杂如图 3 所示,夹杂物伴有 Mg 和 Ca 元素，可能来源于中间包耐材。钢

水注入中间包后,中间包镁质耐材在钢水冲刷作用下，随钢流进入结晶器，未及时上浮进入保护渣，被坯壳

捕捉。铝酸盐夹杂伴有 Mg 和 Ca 元素，如图 4 所示，可能来源于二次氧化产生的 Al2O3夹杂，同时结合中

间包覆盖剂中卷入的 MgO 和 CaO，形成复合夹杂物。中间包增加挡渣堰，延长钢水停留时间，可以促进

中间包内初始注入的钢水中夹杂物碰撞和上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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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典型硅酸盐夹杂物形貌            (b)能谱分析结果 

图 3 大型夹杂物形貌及能谱检测结果 

Fig.3  The composite of the large-sized inclusion at the first slab 

  
(a) 典型铝酸盐夹杂物形貌            (b)能谱分析结果 

图 4 大型夹杂物形貌及能谱检测结果 

Fig.4  The composite of the large-sized inclusion at the first slab 

  

(a) 轧材大型夹杂物形貌            (b)能谱分析结果 

图 5 头坯轧材大型夹杂物形貌及能谱检测结果 

Fig.5  The composite of the large-sized inclusion at the first slab after rolling 

头坯中大型夹杂物对冷轧板质量影响重大，一般尺寸超过 100 微米的大型夹杂物对轧材连续性的破坏

作用更大。如图 5 所示，金相显微镜下观察到 DC04 头坯轧制后存在大型夹杂物，尺寸约 100 微米。夹杂

物呈球形，并且基体轧制变形作用下，夹杂物未被轧碎。但是由于夹杂物的存在，轧制后夹杂物周围存在

因空洞而产生的微裂纹。能谱检测球形夹杂物的成分为含有 Ti 的 AL-Mg-Ca 复合夹杂物，其来源于卷渣。 

2.4 头坯切割利用方式 

经上述分析，DC04 头坯质量主要受到大颗粒夹杂物、增氮等因素的影响，头坯质量比正常稳态浇注条

件下生产的铸坯质量差，因此对 IF 钢类冲压用钢头坯的合理利用成为新的课题。主要措施： 

1）优化头坯坯头切割长度，切割坯头长度至 4m 以上，然后对头坯定尺切割，降级使用，坯头甩废。 

2）对于中间包快换条件下生产的 DC04 头坯，同样以铸坯坯壳接口为起始点，切割坯头长度至 4m 以

上，降级使用，坯头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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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沿拉坯方向头坯 T[O]和[N]含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距坯头 4m 处 T[O]达到 30ppm 以下，在距离头部

7.5m 后 T[O]]、[N]含量达到正常坯水平。 

2）DC04 头坯沿拉坯方向，距坯头 3.5m 后铸坯大型夹杂物含量趋于稳定，基本达到 2.0mg/10kg 钢。 

3）DC04 头坯中大型夹杂物主要为硅酸盐夹杂和铝酸盐夹杂，此类夹杂物主要来源于耐材侵蚀、中间

包卷渣。 

4）头坯坯头切割长度≥4m，头坯进行钢种降级、表面降级后，合理的规避大颗粒夹杂物对产品质量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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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板坯含 Nb 微合金钢高温热塑性研究浅析 
巩彦坤，席江涛，李建文，靖振权，靳芳芳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技术中心，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本文通过采用 Gleeble3500 热模拟试验机对 CSP 生产的含 Nb 微合金钢 QStE380TM/QStE500TM 的高温热

塑性进行了实验分析，确定了钢种的第三脆性温度区间，生产上通过提高拉速、二冷工艺采用弱冷模式以及自主研

发的水封设备等措施，保证连铸坯矫直和顶弯辊区的铸坯边部温度避开该区间，可以有效改善含 Nb 微合金钢不同

牌号钢种的边部裂纹缺陷产生，通过生产实践验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CSP 连铸坯；含 Nb 微合金钢；高温热塑性  

The Study on High Temperature Thermoplasticity of Nb 

Microalloyed Steel in Thin Slab 

GONG Yan-kun, XI Jiang-tao, LI Jian-wen, JING Zhen-quan, JIN Fang-fang 
(Handan Iron and Steel Co., Ltd. Corporation，Hebei steel and iron group，Handan，Hebei，056015)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high temperature thermoplasticity of QStE380TM / QStE500TM Nb 

microalloyed steel produced by CSP was analyzed using Gleeble3500 thermomechanical simulator. The 

third brittle zone of this steel was determined. From the use of improving casting speed and decreasing 

specific water rate in secondary cooling zone and self-developed water sealing equipment and other 

measures to avoid the temperature of CSP slab in straight and top roll area from the third brittle zone, the 

edge crack defects of the Nb grade micro-alloy steel in different grades was effectively improved. A good 

effect was achieved through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Key words: CSP slab; Nb microalloyed steel; high temperature thermoplastic 

 

铌作为一种重要的微合金化元素，在钢的性能发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近年来被炼钢界广泛用

来提高钢的韧性和强度，但是随着 Nb 微合金化钢的品种和产量不断增多，因其引发的质量问题也越来越

突显，尤其是带钢边部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产品的整体形象和客户使用，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本

厂 CSP 产线开发含 Nb 微合金酸洗汽车结构钢以来也深受此缺陷困扰，由于铌是比较强的碳化物、氮化物

生成元素，在连铸坯凝固过程中，含 Nb 微合金化钢连铸坯冷却到奥氏体相区低温区域的时候，铸坯中细

小的 Nb（C、N）在 γ 晶粒中析出，导致钢的塑性降低，产生铸坯表面微裂纹缺陷，后续导致带钢边部裂

纹缺陷[1]。本文通过实验对含 Nb 微合金钢典型牌号钢种 QStE380TM/QStE500TM 的高温延塑性变化规律进

行实验研究分析，生产上通过提高拉速、二冷工艺采用弱冷工艺及启用水封设备等措施保证在矫直和顶弯

辊区的连铸坯边部温度避开该区间，有效改善了该钢种边部缺陷的发生。 

1  实验方法和材料 

1.1 高温拉伸实验方案 

 

图 1 Gleeble 试件加热及实验历程 

Fig. 1  Gleeble specimen heating and experimental course 

本实验采用的是 Gleeble3500 热模拟试验机进行高温拉伸测试。测试方法为：试样采用水平放置方式，

试样夹持好后，Gleeble 高温热模拟试验机抽真空处理，并以 10℃/s 的速度加热至 1350℃并保温 1min，然

后以 3℃/s 的速度降到测试温度，保温 1min（QStE500TM 保温 2min）后以 ε=1×10
-3

/s 的形变速率对试样进

行拉伸直至断裂，拉断后对其断口用压缩空气进行冷却，努力让断口形貌保持拉断时的原貌。测试温度分

别为 700℃、750℃、800℃、850℃、900℃、920℃、950℃、1000℃、1050℃、1100℃、1250℃，每个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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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做两次拉断实验，然后在脆性区可能性较大的范围内加测试温度。实验加热和保温温度及形变制度如图

1 所示。 

1.2 实验材料 

本实验材料选取的是CSP产线生产的含Nb低合金高强汽车结构钢QStE380TM/QStE500TM连铸坯料，

实验热模拟试样最终尺寸为 Φ10mm×120mm、两端 10mm 部分有螺纹的圆棒，如图 2 所示。 

 

图 2 模拟试样加工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simulated sample processing 

具体的化学成分控制标准如下表 1所示。 

表 1 试样化学成分标准（%） 

Table.1 Sample Chemical composition Standard (%) 

钢种 项目 C Si Mn P S Nb V Als Ca 

QStE380TM 
标准 

≤0.12 ≤0.5 ≤1.4 ≤0.03 ≤0.025 ≤0.09 ≤0.2 ≥0.015 - 

QStE500TM ≤0.12 ≤0.5 ≤1.7 ≤0.03 ≤0.025 ≤0.09 ≤0.2 ≥0.015 - 

2  实验结果与生产验证 

2.1 高温塑性变化 

图 3、图 4 为根据实验所测数据结果绘制的断面收缩率 RA 随温度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含 Nb 微合金钢 

QStE380TM 的断面收缩率在 820℃-950℃之间出现了急速降低，但是随着温度的继续降低在 780℃以后却

出现了恢复，理论均将断面收缩率＜60%作为钢种第三脆性区温度判定标准。所以可以判定含 Nb 微合金钢 

QStE380TM钢的第三脆性温度区间在 935℃-700℃之间，QStE500TM钢的第三脆性温度区间在 970℃-750℃

之间，此区间钢的热塑性较差。因此在生产相应的钢种时连铸必须将矫直段温度尽可能避开此区间。 

断面收缩率随温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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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QStE380TM 断面收缩率随温度变化曲线         图 4 QStE500TM 断面收缩率随温度变化曲线 

Fig. 3 QStE380TM cross-section shrinkage         Fig. 4 QStE500TM section shrinkage with 

with temperature curve                         temperature curve 

2.2 奥氏体高温区与低温区组织变化 

通过金相显微镜对 QStE500TM 试样拉伸断口截面组织进行观察，结果如图 5 所示可知，在 750℃-950℃

之间原奥氏体晶界存在很多微孔，由此推断此温度区间可能为此钢种的奥氏体低温区，在此区间钢的塑性

会降低，与前面 QStE500TM 钢的高温塑性变化曲线检测结果不谋而合。950℃-1050℃组织晶粒尺寸与 700℃

-950℃之间的相比明显增大，可以推断在 950℃左右发生了动态再结晶，细化了晶粒。 

 

   
700℃                   75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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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900℃                    920℃ 

   
950℃                  1000℃                   1050℃      

图 5 7000-1050℃试样断口截面组织金相示意图 

Fig. 5 7000-1050℃ sample fracture se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metallographic diagram 

2.3 生产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试验结果，保证生产期间含 Nb 微合金钢 QStE380TM 矫直段铸坯边角部温度，对生产

进行了多次跟踪测温，第一次生产期间连铸保持原有生产工艺，根据断面和钢水过热度情况将拉速控制在

3.8m/min，第二次将现场的二冷工艺冷却曲线采用 4 号弱冷优化模式，并努力将拉速提高在 4.0m/min 以上，

同时启用邯钢自主设计的铸坯边角部弱冷设备，通过生产跟踪测定，具体测量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铸坯矫直段前铸坯边部温度（℃） 

Table 2 Slab straightening section Front billet edge temperature (℃)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平均 

第一次 893 914 889 904 899 917 891 905 904 901.7 

第二次 932 936 918 924 920 936 927 919 921 925.9 

由表 2 数据可以看出，第一次生产 QStE380TM 期间铸坯矫直段前铸坯边角部温度平均为 901.7℃，当

时跟踪后续带钢质量检验发现带钢边裂缺陷为 7.5%。第二次生产的 QStE380TM 矫直前铸坯边部温度不考

虑氧化铁皮对所测温度影响外铸坯边部平均温度在 925.9℃左右，加上氧化铁皮影响的温度补偿值，与实验

分析结果 QStE380TM 第三脆性温度区间 700℃-935℃相比较符合理论要求，通过后续产品跟踪检验，带钢

全为一级品无边部缺陷。 

3  分析 

通过实验对含 Nb 微合金钢 QStE380TM/QStE500TM 的断面收缩率 RA 随温度变化曲线图进行实验分

析可知，QStE380TM 断面收缩在温度降到 975℃时，该钢种的断面收缩率迅速降低，温度在 935℃时，RA

值为 60%，一般将此值作为钢第三脆性温度区的的判据，所以判定该钢种的第三脆性温度区间为 700℃

-935℃之间，QStE500TM 钢的第三脆性温度区间在 970℃-750℃之间，在此区间钢的塑性会降低，主要是

因为钢中 Nb 的碳、氮化合物析出造成，因为析出物粒子钉扎在 γ 晶界，抑制了钢的动态再结晶行为进行，

另外在外界应力下发生塑性变形时，沿 γ 晶界的微细析出物作为应力集中源头，与晶界脱开形成微孔，在

晶界滑移作用下，微孔连接形成裂纹。所以通过对现场生产该钢种时铸坯矫直段前边角部进行对此测温比

较，保证生产期间铸坯边角部温度在该温度之上，通过质量检验，没有产生任何缺陷，所以生产实践结合

理论分析，验证了含 Nb 微合金钢在采取相应的生产控制工艺，可以有效的避免边部缺陷发生。 

4  结论 

通过热模拟试验对 CSP 生产的含 Nb 微合金钢 QStE380TM/QStE500TM 的高温热塑性进行了实验分析

研究，确定了钢种的第三脆性温度区间，生产上通过提高拉速、二冷工艺采用弱冷模式以及自主研发的水

封设备等工艺措施保证连铸坯矫直和顶弯辊区的连铸坯边部温度避开该区间，通过生产实践验证，有效改

善了该钢种的边部裂纹缺陷产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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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镦钢中 Al2O3 夹杂物的控制 
郝  强，毛素娟，任福军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生产制造部，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研究在冷镦钢轧制过程中，频繁因铸坯夹杂物造成轧制过程堆钢。在缺陷处取样分析表明，夹杂物主要

成分为钙铝酸盐夹杂。通过对冷镦钢生产过程关键工艺控制点的分析，制定了相应的改进措施，钢液中 Al2O3 夹杂

得到了有效控制，产品表面质量和性能也在稳步改善。 
关键词：冷镦钢；SWRCH22A；Al2O3；夹杂物 

Al2O3 in the control of inclusions in cold heading steel 

HAO Qiang, MAO Su –Juan, REN Fu –Jun 
(Hegang subsidiary Handan Iron and Steel, Handan 056003) 

Abstract：In the cold heading steel rolling process，the steel of the rolling process is frequently caused by 

the inclusion of the slab. Sample analysis at defect point，the main composition of the inclusions is 

calcium aluminum sal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key process of cold heading steel control point，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formulated，Al2O3 inclusion in liquid steel has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product surfac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are also steadily improved. 

Key words：Cold heading steel；Al2O3；Inclusions；Control 

 

1  前言 

冷镦钢主要用于制造螺栓、螺母、螺钉等各类紧固件。由于冷镦钢加工条件苛刻，要求钢材具有较高

的洁净度、良好的表面质量、塑性和冷顶锻性能。河钢邯钢冷镦钢主要有 SWRCH22A、ML08Al 和

SWRCH35K 等牌号，生产过程中采用铝脱氧工艺。铝是一种高效脱氧剂，不仅能细化晶粒，还能改善韧性，

防止时效，但是在脱氧过程中也会有大量的 Al2O3生成，其熔点高达 2050℃，在钢液中以夹杂物形态存在，

对钢水可浇性和铸坯质量影响很大。在冷镦钢 SWRCH22A 轧制过程，频繁因铸坯夹杂缺陷造成堆钢事故，

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取样分析表明，夹杂物主要成分为钙铝酸盐夹杂。通过对 SWRCH22A 生产

过程关键工艺控制点的分析，制定了相应的改进措施，钢液中 Al2O3 夹杂得到了有效控制，产品表面质量

和性能也在稳步改善。 

2  堆钢原因分析 

 
图 1 线材劈钢处形貌 

Fig.1 At the steel wire wedge shape 
 

在冷镦钢轧制过程，频繁发生堆钢事故，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合同交付。对线材堆钢部位进

行取样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缺陷处普遍存在大型夹杂物，其主要成分为 Al、Ca 和 O，夹杂物类型应为钙

铝酸盐夹杂。缺陷处金相分析结果见图 1、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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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夹杂物形貌 
Fig.2 Inclusion morphology 

 

 

图 3 夹杂物光谱分析结果 
Fig.3 Inclusions spectrum 

3  Al2O3夹杂物控制措施 

缺陷分析结果表明，钢中存在大型钙铝酸盐夹杂物是堆钢事故的根本原因，可通过控制 Al2O3 夹杂物

的数量、尺寸和存在形态来减少钙铝酸盐类夹杂物。通过对冷镦钢生产过程关键工艺控制点的分析，影响

Al2O3夹杂物的因素有转炉后吹、出钢下渣、钢包透气性、精炼白渣、钙处理、软吹、钢包自开及保护浇注。 

3.1 提高转炉终点碳含量 

由 C-O 反应平衡方程可知，转炉终点 C 含量越高，钢水中 O 含量就越低，铝的收得率也会提高，也会

更加稳定，生成 Al2O3 的也会相应减少[1]。实际生产中，当终点 C≤0.08%时，随着 C 含量的降低，氧含量

急剧上升，因此要求终点 C≥0.08%。 

3.2 控制出钢下渣 

转炉渣中含有大量的 Fe2O3，一旦随钢水进入钢包中，便会提高钢水的氧化性，极大地降低铝的收得率。

为此要求出钢采用滑板挡渣，减少出钢下渣量，钢水回磷控制在 0.0030%以内。 

3.3 钢包透气 

钢包吹氩给精炼过程中渣钢间的反应提供了动力学条件，透气性良好，在精炼的各个阶段底吹氩流量

才能有效调节，稳定控制。前期大气量搅拌，加速脱硫反应，中后期逐渐降低吹氩流量，避免钢水与空气

接触吸氧吸氮，造成钢液中铝二次氧化损失。 

3.4 白渣操作 

精炼过程中快速成白渣，采用 CaO-SiO2-A12O3渣系，保持熔渣良好的流动性和较高的渣温，炉内有较

好的还原气氛，良好的脱硫、脱氧效果，加入的铝制品不易被氧化，可稳定生成 Als；同时白渣具有良好的

吸附夹杂的能力。炉渣碱度控制在 8.0-10 范围内，终渣 TFe<0.5%。 

3.5 钙处理 

由于 Al2O3熔点较高，在浇注过程容易发生堵塞水口絮流事故，钙处理可使钢中 Al2O3 夹杂物变性成低

熔点的 12CaO·7Al2O3夹杂，熔点只有 1455℃，提高钢水的可浇性，同时可进一步脱氧、脱硫。通常 Ca/Al

比控制在 0.09-0.13 可起到良好的钙处理效果[2]。 

3.6 软吹 

软吹可以促进夹杂物聚集上浮，上浮的夹杂物被顶渣吸附，起到净化钢液的作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应尽可能延长软吹时间，一般控制在 15 分钟以上，软吹时钢液不能裸露，避免二次氧化。 

3.7 钢包自开 

如果钢包水口不能自开，必须烧氧引流，敞开浇注时钢水将大量吸气，这无疑会严重污染钢水，影响

钢水的流动性，加大铝的损失，同时造成至少半炉钢水降级改判。首先从热修操作入手，严格浇余倒渣、

水口清理及引流砂的存储和投放，其次优化生产组织，控制钢水在钢包内滞留时间，提高钢包自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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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保护浇注 

中间包采用内装浸入式水口，大包长水口加纤维环，做到炉炉清理更换，同时开启氩封保护，安装氩

封流量表，防止钢水与空气接触发生二次氧化；发现水口有掉块、穿孔的情况时及时更换。 

0.950.900.850.800.75

LSL

LSL 0.88

目标 *

USL *

样本均值 0.851133

样本 N 15

标准差（组内） 0.0490122

标准差（整体） 0.0465248

过程数据

Cp *

CPL -0.20

CPU *

Cpk -0.20

Pp *

PPL -0.21

PPU *

Ppk -0.21

Cpm *

整体能力

潜在（组内）能力

PPM < LSL 666666.67

PPM > USL *

PPM 合计 666666.67

实测性能

PPM < LSL 722059.14

PPM > USL *

PPM 合计 722059.14

预期组内性能

PPM < LSL 732521.94

PPM > USL *

PPM 合计 732521.94

预期整体性能

组内

整体

Als/Alt改进前的过程能力

 

图 4 Als/Alt 改进前过程能力 

Fig.4 Als / Alt before modification process capability 

1.000.980.960.940.920.900.88

LSL

LSL 0.88

目标 *

USL *

样本均值 0.95591

样本 N 18

标准差（组内） 0.0212138

标准差（整体） 0.0212364

过程数据

Cp *

CPL 1.19

CPU *

Cpk 1.19

Pp *

PPL 1.19

PPU *

Ppk 1.19

Cpm *

整体能力

潜在（组内）能力

PPM < LSL 0.00

PPM > USL *

PPM 合计 0.00

实测性能

PPM < LSL 172.88

PPM > USL *

PPM 合计 172.88

预期组内性能

PPM < LSL 175.42

PPM > USL *

PPM 合计 175.42

预期整体性能

组内

整体

Als/Alt改进后的过程能力

 

图 5 Als/Alt 改进后过程能力 

Fig.5 Als / Alt improved process capability after 

4  应用效果 

钢液中的铝分为酸溶铝（Als）和酸不溶铝，实际生产中用钢中 Als/Alt 比值来动态衡量 Al2O3 夹杂物控

制水平[3]。上述措施实施后，成品 Als/Alt 由改进前的 0.86 提高到 0.95，Als/Alt 过程能力指数也由改进前

的-0.21 提高到 1.19（见图 4、图 5），钢液中 Al2O3夹杂得到了有效控制，堆钢事故大幅减少，产品表面质

量和性能也在稳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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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 产线汽车结构钢边裂的成因与解决措施 
刘建树,郑杰,张植伟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连铸连轧厂，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通过对 CSP 生产线（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汽车结构钢过程中边部裂纹的形成机理分析,研究了钢水成分、

精炼与连铸过程增氮、连铸机冷却制度、铸坯矫直温度等方面对裂纹产生、发展的影响。并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

如铁水预脱硫处理、钢水成份的控制与调整、连铸工艺过程控制的优化、结晶器保护渣的优化等工作，边裂率由

20%左右降到了 1%以下。 

关键词：CSP；边裂；保护浇注；铸速；二次冷却 

Investigation on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edge crack in automotive 

structure steel produced in CSP line 

LIU Jian-Shu, ZHEN Jie, ZHANG Zhi-wei 
(Continuous Casting & Rolling Plant of HBIS Han Steel, Handan 056015,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Jian-Shu, 

Lzlzliujianshu@hbisco.com) 

Abstract: After investigation on the mechanism of edge crack formation of automotive structure steel 

produced in the CSP(Compact Strip Production) line, the influence factors, such as steel analysis, 

nitrogen pickup in refining and casting process, cooling model in caster and slab straightening 

temperature etc. have been discussed. By taking the measures of desulfurization in hot metal, steel 

analysis accurate control and tuning , optimization on casting process and casting powder etc., edge crack 

ratio has been reduced from 20% to less than 1%. 

Key words: edge crack; nitrogen pickup; cast speed; secondary cooling 

 

1  前言 

 
图 1  汽车结构用钢边裂情况 

Fig. 1 Edge Crack ofautomotive structure steel 

2015 年下半年，河钢集团邯钢 CSP 产线开始批量生产汽车结构钢，当时产品边裂发生率高，尤其在生

产高强钢种（如 QSTE500TM）时边裂特别严重（图 1）。2015 年 12 月份邯钢 CSP 产线汽车结构钢边裂率

统计结果（表 1）。2016 年初，邯钢 CSP 产线成立汽车结构钢边裂攻关组，全流程跟踪分析板卷边裂的影

响因素，对关键制造工艺采取了调整和控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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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 年 12 月份汽车结构钢边裂统计 

Table.1 statistics of edge crack of automotive structure steel in Dec 2015 

钢种 总重量 边裂重量 边裂率 

SAPH400 3400 189 5.60% 

SAPH440-B 10731 617 5.70% 

SAPH440 1953 21 1.10% 

QSTE340TM 3170 527 16.60% 

QSTE380TM 2144 506 23.60% 

QSTE420TM 1147 124 10.80% 

QSTE420TM-B 1878 248 13.20% 

QSTE460TM 677 570 84.20% 

QSTE500TM 105 105 100.00% 

总计 25205 2907 11.53% 

2  边裂形成原因分析 

2.1 化学成份及组织结构对边裂的影响 

 

图 2 汽车结构钢 C 含量分组统计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C content and edge crack ratio 

钢中的 C 含量增加，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升高，但塑性和冲击性能降低，边裂的发生率提高。对邯钢

CSP 生产线 2016 年一季度生产的 813 炉汽车结构钢进行分析，当 C 含量大于 0.06%时，边裂率明显偏高（图

2）。 

钢中 Al 含量增加，AlN 相应增加，而 AlN 通常析出于晶界，且硬度较大，使钢材的延伸性能下降，

边裂的发生率高。邯钢 CSP 生产线 2016 年 2 月 1-3 号汽车结构钢的%Al×%N 进行统计，合格品%Al×%N

均值为 1.64×10
-4，边裂品%Al×%N 均值为 1.77×10

-4；而从%Al×%N 分组边裂率来分析，当%Al×%N 大于

1.5×10
-4 时，边裂率超过了 30%，当%Al×%N 大于 2.0 时边裂率达到了 50%（图 3）。 

 

图 3  %Al×%N 与边裂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Al×%N and edge crack 

2.2 结晶器冷却对边裂的影响 

在对边裂铸坯撕裂部位成份的检测中，发现有 Cu 元素的富集。Cu 元素来自于结晶器窄侧铜板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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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器锥度过大或者结晶器保护渣渣膜不均匀会使初生坯壳与铜板摩擦加剧，进而使 Cu 元素粘附于铸坯

窄面。铜的熔点较低（1084
0
C），高温条件下渗入铸坯晶界,导致铸坯热加工过程中裂纹的发生。 

2.3 铸速及铸坯温度对边裂的影响 

铸坯边部温度过低，高温塑性降低。在矫直过程中应力作用下，铸坯边部沿晶界撕裂产生边裂。邯钢

CSP 铸机配水表（SMS 公司设计）中钢水过热度系数全为 1.0，所以铸坯温度随中间包钢水过热度而变化；

虽然铸机比水量随铸速递增，但递增的幅度有点偏低，生产过程的监测结果表明，高铸速时铸坯温度明显

要高。对 2016 年一季度汽车结构钢边裂统计分析，铸坯温度的提高有利于预防产品边裂的发生（图 4）。 

二冷水室的导水不好和水封效果不佳会使过量的水沿铸坯边部流下，使铸坯角部过度冷却而形成“黑

边”，二冷室导水装置和水封的维护是保证铸坯温度的关键。 

 

图 4  铸坯温度与边裂率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b temperature and edge crack ratio 

CSP 铸机的振频随铸速的提高而加快，振频提高铸坯振痕减小，边裂发生的概率也相应减小，对不同

铸速区间产品的边裂率统计（见图 4）可以看出这一规律。 

3  预防边裂的具体措施 

3.1 优化冶炼工艺 

通过铁水预脱硫处理，减轻精炼炉(LF 炉)的脱硫压力，缩短精炼时间，保证钢水静吹时间，减少冶炼

过程氮、氢、氧的吸入量。 

3.2 调整钢水成份、优化材料组织结构 

降低影响钢材延伸性和对裂纹敏感的元素含量(如 C、Al)，将 C 含量内控上限由 0.07%调整至 0.06%，

实际控制水平由 0.56%降到了 0.47%；Als 含量内控上限由 0.035%调整至 0.030%，实际控制水平由由 0.027%

降至 0.024%。同时为了保证产品性能，增加或提高一些微合金元素的含量(如 V、Nb 、Ti)，以细化晶粒，

保证产品性能。 

表 2 汽车结构钢材料性能随合金含量变化试验数据 

Table.2 Property of automotive structure steel changes with alloy content 

卷号 钢种 卷厚 C Si Mn V Nb Mo Alt Als Ti 
屈服 
MPa 

抗拉 
MPa 

A,% 

A299944 QSTE340TM 2 0.05 0.04 0.69 0.003 0.0133 0.0026 0.0278 0.025 0.001 420 480 28.5 

A299953 QSTE340TM 2.5 0.039 0.05 0.69 0.002 0.0132 0.0029 0.0319 0.029 0.0012 415 455 29.5 

B083514 SAPH440 4 0.06 0.03 0.75 0.031 0.013 0.0029 0.0325 0.03 0.001 415 480 37.5 

B083512 SAPH440 5 0.06 0.03 0.75 0.031 0.013 0.0029 0.0325 0.03 0.001 420 480 36 

B083395 QSTE380TM 2.5 0.04 0.04 0.91 0.05 0.015 0.0029 0.0293 0.024 0.0011 475 525 25.5 

B083404 QSTE420TM-B 2 0.06 0.04 0.91 0.049 0.015 0.0028 0.0324 0.029 0.001 485 530 27 

B083484 QSTE500TM 2.5 0.065 0.21 1.38 0.045 0.0263 0.0032 0.0254 0.022 0.0015 520 570 28 

B083474 QSTE500TM 3 0.064 0.21 1.41 0.047 0.0271 0.0035 0.0292 0.027 0.0017 520 585 32.5 

B083465 QSTE500TM 4 0.06 0.22 1.4 0.051 0.028 0.0035 0.0331 0.0316 0.0014 510 585 30 

B083461 QSTE500TM 5 0.06 0.22 1.4 0.051 0.028 0.0035 0.0331 0.0316 0.0014 510 580 27.5 

 

在合金调整过程中，批量做了主要性能参数及材料的晶粒对比分析试验，试验结果表明，Nb、V、Ti

等合金元素含量增加，材料晶粒细化，抗拉、屈服性能提升（见表 2、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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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微合金含量变化对晶粒细化和性能改善效果图 

Fig 5.Effect of micro-alloy content on grain refinement and property improvement 

3.3 采取有效的保护浇注，防止浇注过程中 N2、H2、O2的吸入 

采用优质的 VSV 密封胶垫和 VSV 弥散型导气槽长水口，氩气控制系统采取压力、流量双参数精准监

测与控制，保证氩封效果。采取措施后连铸工序的过程增氮量控制在 8 ppm 之内。 

3.4 保证理想稳定的铸速 

将铸速控制在 4.0-4.2 m/min 的区间，既能获得了良好的初生坯壳又保证了铸坯矫直温度。 

3.5 优化结晶器保护渣 

为了获得良好的初生坯壳，结晶器保护渣很关键。针对汽车结构钢成份特点，调整保护渣成份配比，

适当提高保护渣的碱度和热阻，适当降低保护渣的粘度，达到适合于汽车结构钢的理化指标。为此我厂协

同保护渣厂家开发了汽车结构钢专用结晶器保护渣，使用效果良好。表 3 是普通低碳结晶器保护渣（1 号）

与汽车结构钢专用结晶器保护渣（2 号）的两个抽样指标。 

表 3 结晶器保护渣主要成分对比表 

Table.3 Compare of mould powder composition 

渣
样 

化学成份（%） 物理性能 

SiO2 CaO Fe2O3 Al2O3 MgO F- 
K2O+Na2O 

+LiO 
C 固 R 

熔点 
℃ 

熔速 
1350℃.S 

粘度 
1300℃

Pa·s 

1 32.22  32.68  0.51  2.33 0.76  6.78  8.92  5.70  1.01  1085  27  0.198  

2 29.35  31.57  0.45  2.52 0.49  7.03  7.61  8.57  1.08  1105  29  0.149  

3.6 合理设置结晶器窄侧锥度 

结晶器窄侧锥度设置既要保证窄侧足够的冷却，尽量扩大初生坯壳等轴晶区，也要避免锥度过大造成

窄面铜板的磨损，预防初生坯壳上的渗铜。经过统计分析总结，将结晶器热流比控制在 85%至 90%比较理

想（结晶器窄侧 90mm）。 

3.7 优化二次冷却 

对二冷水表进行调整，适当加大 1.0、2.0 水量，减少 3、4 段边部水量。加强扇形段导水系统与水封的

维护，防止铸坯边部过度冷却，保证铸坯及边部的矫直温度在 1000℃左右。 

以上措施的实施，邯钢 CSP 产线汽车结构钢的边裂缺率由 2016 年 1 月的 20%降至目前的 1%以下（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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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 年汽车结构钢边裂统计 

Fig.6 Statistics of edge crack in automotive structure steel in 2016 

4  结论 

(1)预脱硫和保护浇注减少了工艺过程钢水增氮，减少了 AlN、NbN 等晶间析出物，降低边裂发生率； 

(2)钢水成份的调整（控制 C、Al，适量增加 Nb、V、Ti）改善了内部组织结构，铸坯的机械性能得到

了提升； 

(3)优化结晶器保护渣，适当提高碱度、提高热阻、降低粘度。使结晶器内的冷却和润滑得到改善，初

生坯壳生成条件改善； 

(4)结晶器锥度的合理设置，将结晶器热流比控制在 85%-90%区间，预防结晶器窄侧铜板的磨损，防止

铸坯边部渗铜； 

(5)铸坯二次冷却优化及导水设施和水封的维护使铸坯边部温度和矫直温度得到提升，防止了铸坯矫直

过程中沿晶界的应力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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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钢 HZ380CL 旋压分层的原因分析 
裴庆涛，张志强，李冠楠，王朔阳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技术中心，河北 邯郸 056009） 

 

摘  要：针对某车轮厂使用邯钢 HZ380CL 卷板生产轮辐过程中，经过旋压工序后产品出现分层缺陷的情况，通过

对分层样品进行化学成分分析、金相组织分析等手段，确定出现旋压分层是钢板中心偏析较重导致，对生产工艺进

行优化后，中心偏析明显改善，旋压分层现象消失。 
关键词：轮辐；旋压；分层；金相；工艺优化 

Analysis of delamination of wheel steel HZ380CL spinning 

Pei Qing-tao, Zhang Zhi-qiang, LI Guan-nan, Wang Shuo-yang 
(Technology Center of Handan Steel Group Corporation, Hebei, Handan, 05600，Corresponding author: Pei Qing-tao. 

E-mail: peiqingtao@hbisco.com 9)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spokes in HZ380CL steel plate of a steel wheel factory, the product 

has delamination defects after spinning process.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by means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analysis of stratified sample,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spinning delamination is the result of heavy segregation of steel plate. After optimiz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central segregation has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and the delamination phenomenon of the 

spinning has disappeared. 

Key words：Spoke; Spinning; Layered; Metallography; Technological optimization 

 

汽车用无内胎钢制车轮由于具有安全、节能和价格低廉等优点，是应用最广泛的汽车车轮。无内胎钢

制车轮是由轮辋和轮辐分别制造，然后焊接在一起，目前，无内胎钢制车轮的轮辐普遍采用经强力旋压工

艺加工的等强度结构。某车轮厂使用邯钢生产 HZ380CL 热轧钢板生产载重汽车车轮轮辐，经过旋压后，某

卷钢板生产的部分轮辐边缘和中心孔处出现分层现象。针对这种情况，邯钢采用高倍光学显微镜、电子能

谱仪等检验设备，对轮辐分层部位进行了观察分析，以期找出轮辐分层原因，并确定改进措施。 

1  试样制备和实验方法 

等强度轮辐的厚度是按轮幅截面所受载荷的大小而变化的，载荷大的部位截面厚，载荷小的部位截面

薄，且一般采用厚度较厚的圆形钢板旋压而成的，变形程度较大[1]。经现场查看，分层缺陷主要出现在轮

辐旋压减薄部位，分层照片见图 1。选取轮辐边部分层较为明显部位为金相取样分析部位，并在分层件母

材上截取化学成分分析试样、横向拉伸试样及弯曲试样。金相试样经切割、镶嵌、砂磨、抛光后，用 4%

硝酸酒精溶液腐蚀，然后置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使用直读光谱仪进行化学成分分析，使用物理检验站自

动试验机进行横向拉伸及弯曲试验。 

     
（a）轮辐边部                                   （b）轮辐中心孔 

（a）Spoke edge                             （b）Spoke center hole 

图 1 车轮钢 HZ380CL 旋压分层缺陷 

Fig.1 Delamination of HZ380CL 

2  结果与讨论 

2.1  母材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结果分析 

从分层件母材上截取试样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横向拉伸及弯曲试验，所得母材化学成分见表 1，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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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性能见表 2。 

表 1 化学成分分析（wt，%） 

Table.1 Chemical analysis（wt，%） 

成份 碳 硅 锰 磷 硫 酸溶铝 钛 铌 钒 

标准要求 ≤0.16 ≤0.3 ≤1.20 ≤0.025 ≤0.015 ≥0.015 / / / 

熔炼成分 0.071 0.016 0.78 0.014 0.0070 0.030 0.00135 0.0099 0.00526 

实测值 0.089 0.020 0.75 0.011 0.0087 0.032 0.00086 0.0058 0.00056 

表 2 力学性能 

Table.2 Mechanical property 

项目 屈服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延伸率/% 冷弯 180°b=35mm 

标准值 ≥235 380~480 ≥28 D=1a 

实测值 363 453 33.5 合格 

化学成分分析、横向拉伸及弯曲试验结果表明，分层件母材满足“Q/HG 047-2015”《汽车车轮用热轧

钢板和钢带》标准中对 HZ380CL 的各项要求，有害元素 P、S 含量较低，强度指标适中，可以排除成分异

常导致分层的可能。 

2.2 金相组织结果分析 

对分层轮辐进行宏观样貌分析可以看出，分层缺陷全部在轮辐边缘和中心孔部位，即轮辐旋压过程减

薄区，且分层分界点全部在厚度二分之一处。在母材上截取金相试样宏观照片及腐蚀后高倍照片如图 2 所

示 ，在试样中心可以看到一条明显偏析带，且偏析带与分层缝隙相连。 

   

图 2 试样宏观照片                               图 3    25 倍光镜下分层缺陷照片 

Fig.2 Specimen macro photograph         Fig.3  25 - fold photo of delamination defect under light microscope 

对分层缝隙尖端和试样中心偏析带进行高倍光学显微镜观察，所得结果如图 3 所示。由图 4 可见，试

样分层缝隙尖端部位两侧组织存在明显差异，一侧为扁长形，一侧为准多边形，可以看出分层裂缝是由于

此处组织不一致进而导致基体分离造成。由图 5 可见，母体正常基体组织为准多边形铁素体加少量弥散分

布的珠光体，中心偏析带为长条形铁素体加大量珠光体组成。 

  

图 4 分层缝隙尖端处 200、1000 倍光镜下视图 

Fig.4 The gap at the tip, 200 layered 1000 times light microscope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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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00 倍光镜下正常组织（左）与偏析带组织（右） 

Fig.5 Photographs of normal tissue (left) and segregation band tissue (right) under 500 fold light microscopy 

通过上述观察可以看出，分层件厚度二分之一处存在严重的成分偏析，且偏析带组织形貌较差，含有

较多的硬相组织珠光体。在生产轮辐的强力旋压过程中，偏析带处长条形铁素体及珠光体受挤压应力与剪

切应力作用
[2]
首先产生形变，与受力未达形变强度的正常基体组织边界生成大量位错，在应力的持续作用

下，位错接续增多并发生富集，进而在偏析处产生大量微小裂纹。在旋压过程持续加载的情况下，微小裂

纹长大扩展，直至产出宏观裂纹，即钢板分层。 

3  结论 

1) HZ380CL 分层件母材化学成分在控制范围内，有害元素 P、S 含量较低，力学强度适中，母材基体

组织为准多边形铁素体和少量珠光体，可以排除化学成分异常和轧制工艺异常导致分层的可能。 

2)截取分层件缺陷部位进行金相组织观察，可以看到厚度二分之一处有明显偏析，且偏析带与分层缝

隙相连。对偏析带组织进行高倍光学显微组织观察，可以看出偏析带组织与基体正常组织差异较大，缝隙

尖端组织明显拉长，可以推断此次分层主要是旋压过程钢板偏析处受力首先产生形变，之后受应力集中作

用形变加速进而导致钢板分层。 

3)根据上述分析，对炼钢连铸工序采取严格成分控制、优化冷却曲线、采用动态轻压下等改进措施后，

中心偏析明显改善，旋压分层现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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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轨钢铸坯质量控制研究 
王建锋 1，师艳秋 2，汪鹏 1，郭朝军 1，李均正 1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1 技术中心 2 一炼钢厂，河北邯郸 056015） 

 

摘  要：针对邯钢重轨探伤不合的问题，以探伤钢轨不合试样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钢中的疏松孔洞、微小裂纹

以及 MnS 夹杂物是造成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通过采取优化冶炼、连铸工艺操作，降低夹杂物级别，提高钢水洁

净度及铸坯内部质量同时优化铸坯缓冷制度等工艺措施，有效提高重轨钢的铸坯质量，成品钢轨探伤合格率也达到

99%以上。 
关键词：重轨钢；探伤；中心疏松；夹杂物 

Research on the Heavy Rail Steel Bloom Quality Control 

WANG Jian-feng, SHI Yan-qiu, WANG Peng, GUO Chao-jun, LI Jun-zheng 
(HBIS Group core company—Han-Steel，Handan，Hebei 056015China) 

Abstract：The disqualification in ultrasonic flaw detection reasons for heavy rail were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in factors of disqualification in flaw detection are central porosity, micro-cracks and 

MnS inclusion．The cleanliness of steel and bloom inner quality improved by means of optimization of 

melting,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cooling system and rolling process to reduce the inclusions level and 

bloom segregation level. By taking the above measures, heavy rail qualification rate in ultrasonic 

detection are improved exceed than 99%. 

Keywords：heavy rail; flaw detection; central porosity; inclusion 

 

重轨钢属于典型的高碳钢，由于碳含量较高造成导热性差、凝固区间大，连铸坯本身容易产生缩孔、

孔洞、夹杂、白点、气泡、内裂、疏松、偏析及严重粗晶等内部缺陷，都可能导致钢轨内部质量不合格。

作为铁路主要构件的钢轨，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铁路运输的安全与效率，铁路运输的高速、重载化对

钢轨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1]。现行的国内外所有的钢轨标准，全部都强制要求钢轨必须经过超声波探伤

合格才能出厂，特别是中国铁路部门版布的钢轨专用标准 TB/T 2344-2012 要求对钢轨进行逐支全长超声波

探伤检查。探伤检查不合格不仅影响了重轨产品质量，还使得重轨百米成材率显著降低，严重损害企业经

济效益。本文针对邯钢探伤不合格的钢轨，进行取样检测分析，找出导致重轨探伤不合的相关影响因素，

并制定了相应措施来提高铸坯质量，使得重轨的探伤合格率得到明显提升。 

1  金相检验 

1.1 检验材料和方法 

试验所用材料取自生产中超声波探伤点状报警和连续多点报警的铁标重轨，材质为 U71Mn，化学成分

符合铁标要求。 

为确保分析的准确性，当在线自动超声波检测发现钢轨探伤不合时，经手动探伤仪复检定位钢轨探伤

不合具体位置，如图 1 所示。用线切割分别割取同一钢轨中探伤合格与不合格部位，分别在光学显微镜下

进行夹杂物、金相观察，再用扫描电镜对观察到的异常现象进一步检测分析。 

 
（a）照片（b）尺寸图 

图 1 轨腰缺陷定位图 

Fig.1 The decided defect location in rail waist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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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相检测结果 

 
图 2. 轨腰低倍宏观形貌照片 

Fig.2 Macrostructure morphology of head and waist of heavy rail 

报伤钢轨轨腰宏观形貌见图 2，发现在轨腰处有不连续中心偏析或中心条纹，其中大的条纹长为 23mm，

同时，有轨腰延伸至轨头 8mm 长正或负偏析。对探伤钢轨缺陷部位试样进行打磨、抛光后，在金相显微镜

下观察发现有不规则形状的孔洞状缺陷，如图 3(a)所示。为进一步研究缺陷，将试样腐蚀后观察发现缺陷

处颜色呈黑色，和周围组织存在明显差异，如图 3(b)所示。缺陷形状不规则，长度和宽度在几个微米到几

十微米之间不等，部分孔洞周围存在长度不等的微小裂纹。 

 

（a）抛光态缺陷形貌（b）腐蚀后缺陷形貌 

图 3 探伤不合部位金相照片 

Fig.3 Metallographic photo of unqualified parts of the rail by ultrasonic detection 

对探伤不合格钢轨中心夹杂物形态进行光镜观察及成分分析，如图4所示。图4(a)中夹杂物分布较为密

集，单个长度可达100μm以上。图4(b)中夹杂物长度超过1mm，试样上未见其他严重缺陷。采用扫描电镜能

谱分析上述各试样中观察到的异常大非金属夹杂物成分，结果表明，试样中的异常大非金属夹杂物均为MnS

夹杂，形态及能谱分析见图4(c)。 

 

 
（a）密集分布夹杂物（b）长条状夹杂物（c）电镜下夹杂物形貌及能谱 

图 4 大型非金属夹杂物形貌 

Fig.4 The big nonmetallic inclusion 

此外，在对缺陷试样腐蚀进行组织观察发现，钢中存在较为密集、疑似为 TiN 的夹杂物，对夹杂物进行

电镜分析确定为 TiN 夹杂，同时含有少量 Nb、V 元素，氮化物夹杂在轧制后呈现破碎的现象，如图 5 所示。 

(a) (b) 

(b) (a) 

(c) 

200μm 40μm 

200μm

mmm 
400μm 

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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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腐蚀后夹杂物形貌（b）电镜下夹杂物形貌及能谱 

图 5 氮化物夹杂物照片 

Fig.5 Nitride inclusion morphology photo 

2  分析讨论 

钢材超声波探伤不合的主要原因是钢中的气泡、夹杂物、中心疏松、缩孔、偏析、微裂纹等铸坯缺陷的

存在，导致在轧制过程中不能完全焊合而形成的缺陷。微观检验分析显示，引起邯钢重轨超声波探伤不合

格的原因与轨腰厚度中心的孔洞缺陷及 MnS 夹杂物有关。从钢探伤检出的缺陷分布情况来看，检出伤轨中

80%以上为或长或短的轨腰连续报伤，MnS 夹杂物超标和氮化物夹杂引起的探伤不合多为点状报伤，偶尔

出现存在较大的偶然性。 

重轨钢属于高碳钢，在连铸过程中容易形成中心偏析和疏松等内部缺陷[2]，结合对铸坯和钢轨的低倍

形貌观察看出，在铸坯心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疏松和缩孔，在钢轨中心区域有偏析引起的断续短条纹，即大

方坯心部在浇注过程中冷却速度慢和元素偏析严重，从而导致在铸坯和钢轨中心夹杂物分布密集、缺陷集

中，轧制后这些缺陷分布在钢轨轨腰。对比探伤不合及合格钢轨夹杂分析发现试样均存在单个100μm以上

的大型MnS夹杂物，探伤合格钢轨试样MnS夹杂多为单条或单个出现，报伤钢轨试样MnS夹杂局部多条或

多点分布，密度较高。该钢冶炼要求较高，钢水中硫的质量分数控制在较低的0.008%以下，在硫纯净钢的

情况下轨腰中心部位存在大型的MnS夹杂物比较异常，分析原因是钢水在凝固末期由于选分结晶作用，Mn、

S元素在铸坯中心富集形成MnS夹杂物[3-5]。综合判断铸坯组织是影响探伤合格率的主要因素，钢质纯净是

提高探伤合格率的前提。 

3  提高重轨钢铸坯质量措施及实施效果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造成钢轨探伤不合的主要原因与铸坯非金属夹杂物、疏松及中心缩孔等缺陷有关，

提高探伤合格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善铸坯内部质量。 

3.1 原料要求 

入炉铁水须脱硫处理，S质量分数控制在0.005%以下，转炉冶炼、LF精炼采用优质石灰、轻烧白云石，

废钢采用自产坯头、坯尾等边角料，降低原辅料带入杂质元素。 

3.2 冶炼过程控制 

1）针对铸坯内部缺陷的形成原因，在生产中要尽量减少P、S易偏析元素质量分数。在转炉出钢时加入

重轨钢专用合成渣以提高精炼效果，该合成渣具有熔化快，成渣快的特点，钢水进站即可成渣，延长了白

渣精炼时间；合理控制精炼渣碱度及吹氩制度，使各类夹杂物充分上浮去除。 

2）根据节奏制定LF工序到RH工序温度标准，严格按照标准执行。LF确保RH离站温度符合要求，防止

温度低返回LF重新加热使钢水受污染。 

3）严格执行RH加料后纯脱气时间>12min的制度，适当增加RH处理后软吹时间，促进各类夹杂物的上

浮与排除。 

3.3 连铸环节控制 

1)钢包滑动水口自开，实现全保护浇注的重要前提条件。为了解决重轨钢钢包滑动水口自开率低的问

题，分析了引流砂质量、水口尺寸、引流砂加入方式和水口清理等因素对浇铸重轨钢自动开浇率的影响。

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措施，包括开发大了直径水口、改进引流砂的材质、规范投砂操作和钢包热修操作等。

随着各项措施的逐步落实，重轨钢的自动开浇率由81.41%提高到97.1%，为生产的顺行和铸坯质量的稳定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针对结晶器流场存在的不足，将浸入式水口由直通型改为侧开孔型，不同水口的流场模拟结果如图

6、图7所示。图6可知，当采用直筒型水口时，钢液自水口流出并迅速向下运动，中心流流股向下逐渐扩散

至一定深度时形成一股回旋流并向上达到自由液面，但自由液面速度较小，故液面波动小（0.01m/s），有

利于减少保护渣卷入但不利于夹杂物的上浮和去除。改进后采用侧开孔浸入水口的流场见图7，钢液从侧孔

流出后形成射流，到达窄面后，一部分沿着坯壳向下运动，另一部分向上运动，形成明显的上回流和下回

(a) (b) 

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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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侧开水口浇注时，流股冲击深度较直筒型水口浅，给夹杂物的上浮去除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可以增加

液面活跃程度（自由液面处钢水速度0.05m/min），防止结壳。侧开孔水口条件下，钢液从水口出来后，在

冲击点上下贴近窄面坯壳的地方湍动能值约为 0.003 m
2
/s

2，钢水在冲击点附近流动并不强烈，对坯壳冲刷

不严重。从结晶器内钢水流线图可见，侧开水口相对于直筒型水口而言，钢水在侧开水口条件下流动轨迹

较长，钢水在结晶器内停留时间较长，更有利于夹杂物的上浮。 

 
图 6  直孔型浸入水口结晶器流场 

Fig.6  Flow fields of straight pass submerged entry nozzle 

 

 
图 7 侧开孔型浸入水口结晶器流场 

Fig.7  Flow fields of submerged entry nozzle with two outlets 

3）钢水低过热度浇注低过热度浇注是缓解连铸坯中心偏析的重要手段，高碳钢在凝固时体积收缩较大，

采用较低的过热度浇铸，使铸坯中心消除过热后完全凝固，缩短柱状晶区长度、扩大等轴晶区，减轻和消

除铸坯中心偏析、疏松和裂纹等低倍缺陷。重轨钢钢液流动性差、过热度过低容易造成水口堵塞，使钢包

和中间包结壳严重，重轨钢钢液适宜过热度控制在 15～30℃。 

4）对于生产高碳钢来说，适当降低拉速有利于提高铸坯内部质量。低拉速使铸坯在离开结晶器时坯壳

厚度增加，足以承受钢液的静压力，降低鼓肚发生频率；反之，液相穴会随着拉速的提高而延长，液相穴

越长则中心偏析越重。以连铸“恒拉速”为手段，通过延长“稳态连铸时间”，可以提高铸坯内部质量及表面

质量。综合以上因素，结合邯钢现有铸机设备状况以及铸坯断面尺寸，在稳定生产节奏且减小拉速波动的

前提下，对原有拉速和温度制度进行修改，制定如表 1 所示的拉速和钢水过热度匹配制度。 

表 1 不同过热度对应的拉速 m/min 
Table .1 Casting speed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heat m/min 

钢水过热度，℃ ＜15 15～30 ＞30 

拉速 0.75 0.7 0.65 

5）铸坯下线后采用堆垛缓冷技术，有利于氢等元素的扩散减少气体含量，铸坯中 Mn 的枝晶偏析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减轻。 

6）加强设备检查，保证电搅、轻压下、二冷系统正常，运行稳定，若有铸流电搅值、压力值、冷却水

量波动超出 5%，则该铸流停浇；铸流数≤3 流则本浇次停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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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轧制环节控制 

轧钢环节为了促进 C、Mn、P 等偏析元素充分扩散，进一步减轻铸坯内部偏析，采用延长加热段时间

和均热段保温时间 10-20 分钟，同时提高加热温度 10-20℃，促使高均热时间条件下充分溶解大多数析出物。 

3.5 取得效果及分析 

对重轨钢铸坯进行夹杂物检验。金相显微镜下观察钢中夹杂物形态以少量的球、点状氧化物硫化物及

及少量的氧化物为主，铸坯夹杂物评级情况见表 2 所示。 

表 2 重轨的非金属夹杂物评级结果 

Table.2 Heavy rail inclusion analysis result 

范围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细粗 细粗 细粗 细粗 

最小值/级 0    0 0    0 0    0 0    0 

最大值/级 2.0  1.5 0.5  0 0.5  0.5 0.5  0 

表 3 给出了优化前后的主要工艺参数。采取以上改进措施后典型铸坯低倍照片见图 8。试验炉次所浇

铸坯内部质量良好，铸坯一般疏松在 1. 0 级以下，中心疏松在 0. 5 级以下，点状偏析在 0.5 级以下，等轴

晶率在 37 %以上，没有发现明显的中心偏析、中心裂纹等缺陷。 

表 3 优化前后主要工艺参数对比 

Table.3 The main process parameters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优化前 

后参数 

钢水过热度 

℃ 

拉钢速度 

m/min 

拉速调 

整方式 

电流强度 

A 

二冷比水量
L/kg 

轻压下 

mm 

优化前 20～40 0.65～0.85 变拉速 260 0.3 无 

优化后 15～30 0.60～0.75 恒拉速 400 0.25 6～7 

 

 
图 8 试验铸坯的典型低倍照片 

Fig.8 Typical morphology of macrostructures of heavy rail bloom 

热酸浸蚀显示，试验钢轨未见不允许的低倍缺陷(如白点、缩孔残余、内裂、非金属夹杂和分层等有害

缺陷) ，低倍组织正常、质量良好，典型试验钢轨的低倍照片见图 9。成品钢轨的显微组织均为珠光体组织，

珠光体层片间距在 0.196~0.348μm，均值在 0.228μm。重轨的超声波探伤合格率明显提高，从投产初期的不

足 50%提高到 99.3 %以上。 

 
图 9 典型试验钢轨的低倍照片 

Fig.9 Morphology of macrostructure of heavy rail 

4  结论 

1）通过对邯钢探伤不合格钢轨进行取样分析研究，发现引起邯钢重轨超声波探伤不合格的原因与轨腰

厚度中心的孔洞缺陷及 MnS 夹杂物有关，综合判断铸坯组织是影响探伤合格率的主要因素，钢质纯净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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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探伤合格率的前提。 

2）采取规范转炉入炉原料降低原辅料带入杂质元素，加入专用合成渣提高 LF 精炼效果，规范精炼温

度制度标准及 RH 操作等措施为重轨钢生产的顺行和提高铸坯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推进提高水口自开率，采用侧开孔水口优化结晶器流场、低过热度浇注、降低二冷冷却强度、恒拉

速浇注等工艺，是提高重轨钢铸坯内部质量的保证。通过优化连铸工艺，铸坯一般疏松在 1. 0 级以下，中

心疏松在 0.5 级以下，点状偏析在 0.5 级以下，等轴晶率在 37%以上，重轨的超声波探伤合格率明显提高达

到到 99.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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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钢连铸浸入式水口堵塞和熔损问题分析及改

善 
徐 晓，朱文玲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技术中心，河北 邯郸 056015 ） 
 

摘  要：连铸采用浸入式水口浇注钢水的过程中，尤其在浇注超低碳钢时，经常因为 Al2O3 附着在水口内壁发生结

瘤，或者钢水温度过高等造成水口熔损的现象发生，不仅降低连铸机的生产效率，而且也是引起钢铁产品产生缺陷

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堵塞机理入手，提出钢液品质控制和浸入式水口形状、材质等改善措施。 

关键词：浸入式水口；Al2O3；堵塞机理；防止措施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Clogging and Melting Loss of 

Submerged Entry Nozzle for Continuous Casting in Hand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XU Xiao，ZHU Wen-ling 
(Technology Center, HBIS Group Hansteel Company, Handan, 05601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with submerged entry nozzles for molten steels, 

especially for the casting of ultra-low carbon steel, the phenomenon of clogging and melting loss of 

nozzles would always be encountered. Because of the attachment of alumina to the inner nozzle wall, the 

nodulation of submerged entry nozzles would often happen. Besides, factors such as too high temperature 

of molten steel usually cause the serious melting loss of nozzles. These phenomena would not only 

de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caster, but also be the main reasons causing the defects of steel 

products. Beginning from the analysis on clogging mechanism, some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liquid steel and the adjustments on shape and material of submerged entry nozzles 

were proposed. 

Key words：submerged entry nozzle; Al2O3; plugging mechanism; prevention measures 

 

1  简介 

连铸用耐火材料是连铸机组中的重要部位，除具有一般耐火材料的特性外，还要求有净化钢水、改善

钢的质量、稳定钢水的温度和成分、控制和调节钢水流量等功能，因而被称为功能耐火材料。连铸用耐火

材料的技术进步对效率的快速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长水口、整体塞棒、浸入式水口作为连铸用三种关键

功能耐火材料，其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连铸工艺的顺行和产品质量。浸入式水口的影响尤为明显。浸入

式水口是钢水从中间包流入结晶器的导流管，使用浸入式水口可防止钢水二次氧化；控制钢水的流动状态

和注入速度；促进夹杂物上浮，防止保护渣和非金属夹杂物卷入钢水等。 

2  问题和邯钢现状 

国内浸入式水口的材质主要有熔融石英质和铝碳质两大类。在国内，除了已有的普通型浸入式水口外，

还有复合锆碳层的铝碳质浸入式水口，复合锆质的熔融石英质浸入式水口，还有带有狭缝的吹气型浸入式

水口。浸入式水口的使用寿命，一般为 4～6 炉，最大通钢量达 1800t 左右。 

随着连铸工艺的改进和浸入式水口用耐火材料的开发，浸入式水口的使用寿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

浇注过程中时而发生的水口结瘤或堵塞现象一直是困扰连铸工序的一个难题，水口结瘤或堵塞不仅降低连

铸机的生产效率，而且也是引起钢铁产品产生缺陷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分析浸入式水口的结瘤或堵塞

机理，解决水口的结瘤或堵塞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邯钢西区炼钢目前使用的铝碳质浸入式水口，普通钢种一个浇次换一次水口，而冶炼超低碳钢，如

DC03-DC06 等时，由于水口堵塞比较严重，导致偏流，致使附着物卷入，造成夹杂等缺陷，并且添加到结

晶器中的保护渣侵蚀产生的熔损大。故 3-4 炉就需要换一次水口。目前西区炼钢主要冶炼品种钢，故更换

频率较大，影响了连浇炉数甚至造成断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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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浸入式水口的堵塞机理 

浸入式水口堵塞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的影响因素和条件很多，并且相互影响。尤其是渣线以

下部位，堵塞物主要有 Al2O3、FeAl2O4夹杂、MgO 和 MnO 等。铝碳质水口在浇铸铝镇静钢时，发生堵塞

水口现象，粘附在水口内壁的聚集物，主要是 Al2O3，Fe2O3 和其它高熔点的化合物的混合物。邯宝炼钢水

口堵塞照片图 1 和图 2 所示。 

 

图 1 水口堵塞照片              图 2 堵塞物形貌 

Fig.1 The photo of nozzle clogging    Fig.2 Clogging morphology 

浸入式水口结瘤物的主要成分如表 1。 

表 1 浸入式水口结瘤物的主要成分 

Table.1 The main constituents of the immersed muzzle nodule 

Al2O3 CaO FeO SiO2 MgO MnO S 

60.1 22.8 3.9 4.5 2.6 1.18 0.09 

浸入式水口堵塞的主要机理如下： 

（1）钢水温度导致的水口结瘤 

钢水温度对浸入式水口影响极大，温度低，易堵塞水口；温度高，对结晶器及浸入式水口的熔损严重。 

另外虽然中间包和水口都经过预热，但与钢液相比，它们的温度仍然很低。此外，水口砖的上口与冷

空气接触的下口之间有一温度梯度，钢液进入水口后温度急剧下降，致使高熔点 Al2O3 析出，析出的固态

氧化物附着到水口内壁，水口内径变小，钢液流量下降，钢液在水口内停留时间延长，随着沉积物累积，

直到水口完全堵死。 

（2）高熔点脱氧产物造成的结瘤 

在铝镇静钢或硅铝镇静钢中，形成的脱氧产物，即固态 Al2O3 夹杂物或含 Al2O3的高熔点复合夹杂物在

钢液急速流动作用下，容易附着水口内壁，形成结瘤。另外，钢中 Al2O3 夹杂物或其他高熔点脱氧产物在

水口处沉积，也容易结瘤。 

（3）钢水成分对浸入式水口熔损影响最大，钢水中[S]增多，熔损量大；[O]增多，熔损量增大，尤其

是 Al2O3 高于[O]含量时，ZrO2 熔损严重；低于[O]含量时，SiO2 熔损严重；[Mn]对熔融石英质水口的熔损

量极大，随着[Mn]的增多，熔损量急剧提高。 

（4）耐火材料与钢液反应产生的结瘤 

铝碳质水口容易与钢液反应形成脱碳层。耐火材料中的 SiO2被碳还原成 SiO 气体溶于钢液中与钢水中

的 Al、Ti 形成网络状的 Al2O3 沉淀。另外，耐材中的 Al2O3 被铝碳质中的 C 还原为 Al，与钢中[O]反应生

成 Al2O3 沉积。 

（5）二次氧化引起的水口结瘤 

氧气通过耐火材料孔隙进入水口内壁，钢液裸露以及在浇注过程中未对注流进行保护等情况下致使二

次氧化，形成的 Al2O3 沉积在水口壁上造成结瘤。 

同时，由于耐火材料中碳的熔损，使水口内表面变得粗糙，也促进了脱氧产物在水口内壁的富集。在

Al2O3-C 质浸入式水口材料中，C 和 SiO2同时存在且含量较高，水口内壁很容易生成 Al2O3，从而导致水口

堵塞。 

综上所述，水口结瘤是由一种或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均与 Al2O3 粘附在水口内壁有关。 

4  防止水口结瘤的措施 

目前，防堵塞的主要方法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钢厂自身钢水条件；二是浸入式水口结构和材质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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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钢厂自身钢水条件 

（1）降低钢液氧值 

钢液氧值直接影响一次氧化产物的数量。可采取：一、提高转炉复吹效果来降低出钢氧值；二、转炉

沸腾出钢时经 RH 工艺，可利用真空条件下，碳是一种良好的脱氧元素，将钢水中的氧尽可能的脱除，使

铝终脱氧前钢水中的氧尽可能的低。 

（2）加铝操作和上浮控制的影响 

降低钢液中铝的加入量，这是降低水口结瘤的根本措施。并且生产过程要避免多次调 Al，因为一次性

加 Al，会生成尺寸较大簇状 Al2O3 夹杂物，易于上浮，多次调 Al 会成成尺寸较小 Al2O3夹杂物，不易于上

浮。 

（3）保证充足的吹气时间 

吹气搅拌可以改变钢液在水口内的流速流场等，有利于夹杂物的上浮去除，从而可以减少水口内钢液

中氧化铝的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水口的结瘤程度[1]。 

（4）钙处理变性效果的影响 

通过向钢液中喂钙线可以将固态高熔点的氧化铝进行变性处理，将其转化为低熔点的 12CaO·7Al2O3，

呈球状易于从钢液中去除[2]。但是虽然钙处理对缓解水口堵塞非常有效，钙处理要合理控制，因为钙含量

低，会生成高熔点的铝酸钙；钙含量高，会生成高熔点的 CaS，使浇铸性能变差。图 3 为钙含量的最佳控

制区，在该区域形成的夹杂物是液态的，浇铸性能最好。 

为了改善连铸钢水的浇铸性能，并不是任何钢种都可以采用钙处理的方法，对于成形性要求较高的钢

种如汽车板就不适宜采用钙处理的工艺来改善浇铸性能，因为钙处理后形成的铝酸钙夹杂较硬。对于这类

钢种一般采用提高钢水纯净度的方法来改善浇铸性能，通过控制转炉下渣、钢包渣的变性处理、中间包冶

金等措施来确保钢水的纯净度，降低钢中全氧含量。 

 
图 3 钙处理最佳控制区 

Fig.3 Optimum control area for calcium treatment 

4.2  改善浸入式水口的结构和材质方面 

（1）气体喷吹法 

主要是从带有空隙结构的浸入式水口吹入氩气，已改善流动曲线，是 Al2O3上浮，难以附着在水口内

壁上。已实用化的方式有狭缝式、微孔式、透气式等。目前开发了多孔铝-石墨质材料衬内壁的气体洗吹型

浸入式水口，这种方法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如会产生孔径极小的气泡而难以上浮，易夹

杂在钢中。 

（2）改进水口结构 

由于在连铸中，浸入式水口内壁附近温度会急剧下降，造成 Al2O3 的析出、凝结。为减少温度下降，

目前已开发了隔热式结构的浸入式水口。这种结构是在水口壁内缠上陶瓷纤维、隔热材料进行保温，防止

水口内壁表面温度下降，阻止了钢水冷凝及 Al2O3附着。 

日本研制出的阶梯式浸入水口分别称为单阶梯式或双阶梯式浸入水口，这种特殊浸入式水口可调节由

滑板节流引起的紊流状态，使结晶器内液体流动均匀化，通过变径对钢水起到搅拌作用，减少 Al2O3堵塞。 

（3）优化材质 

采取在界面上形成低熔点物质的水口材质，可以有效控制水口附着 Al2O3，大体有以下材料。 

①BN、ZrB2、Si3N4等非金属氧化物材料。这些材料不易被钢水润湿，而且与 Al2O3反应结合性较差，

对防堵塞具有良好的效果。 

②ZrO2-CaO-C 材质。由于 CaO、ZrO2分解生成了 CaO、ZrO2、Al2O3低熔物相，并随钢水的流动而消

失，故有效地抑制 Al2O3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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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低碳（＜5%）、无硅 Al2O3-C 材质。主要为了减少来自耐火材料的供养源，这样可减少在耐火材料

中由于化学反应而产生的 CO 和 SiO 量，则避免了钢水中 Al 与 CO 或 SiO 反应生成 Al2O3 及 Al 的氧化，

另外由于导热性降低也可减少钢水冷凝附着，具有良好的防堵塞效果。 

5  结语 

邯钢邯宝连铸主要冶炼品种钢，对钢水的纯净度要求高，目前的铝碳质浸入式水口由于堵塞等问题影

响了钢水的连浇炉数。本文从水口堵塞的机理分析入手，提出了防止浸入式水口堵塞的改进方法：降低钢

液养值；降低铝的加入；选择合适的钙处理曲线；进行气体喷吹；改进浸入式水口的材质、形状等。 

浸入式水口堵塞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随着国内外洁净钢冶炼技术的发展，开发多功能、高性能

和长寿命的浸入式水口是今后的重点，对于提高连铸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提高连铸坯质量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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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稳态浇铸对 DC06 钢种洁净度的影响分析 

张春杰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生产制造部，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通过分析 DC06 钢种生产过程中非稳态浇铸的铸坯洁净度，结果表明：头坯 2.5m 后铸坯中夹杂物含量趋于

稳定，接近 3.0mg/10kg 的正常坯水平；交接坯中大型夹杂物含量高于正常坯水平，主要为含 Ti、Zr 的 Al2O3-CaO

类的夹杂；液面波动时铸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与正常坯水平接近；换水口时铸坯中的大型夹杂物明显高于正常

坯水平，达到了 20mg/kg 以上，夹杂物主要为球状的氧化铝夹杂，来源水口结瘤物。 
关键词：非稳态浇铸；洁净度；分析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DC06 Steel Cleanliness Unsteady 

Casting 

ZHANG Chun-jie 
（Hand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Hebei Iron and Steel Group，Hebei，Handan，056015）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leanliness, unsteady casting of DC06 steel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ad slab 2.5m after inclusion content of casting billet tends to be stable, close to 

the 3.0mg/10kg normal level is higher than the level of normal slab billet; large inclusion content transfer 

blank, mainly containing Ti and Zr of the Al2O3-CaO class with content level; the fluctuation of the large 

inclusions in the slab, close to the normal level of billet; nozzle change when the large inclusions in the 

slab bille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rmal level, reached more than 20mg/kg, the inclusions are 

mainly spherical alumina inclusion, source water mouth clogging. 

Key words：Unsteady casting，Cleanliness，Analysis 

 

稳态浇铸是提高连铸坯质量的关键[1]。在连铸生产过程中，非稳态浇铸通常是指开浇、换钢包前后、

快换浸入式水口、结晶器钢水液面波动大、拉速频繁变化等浇铸状态[2-4]。非稳态下，对钢水的洁净度影响

较大，钢的洁净度对产品质量有重大影响，洁净钢是生产高端产品的基本要求[5]，因此，加强非稳态浇铸

的控制是提高钢水洁净度的关键。 

为提高汽车用钢 DC06 的质量，邯钢和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开展了 DC06 钢种非稳态浇铸下钢水洁净

度的分析，对提高 DC06 钢的洁净度、改善表面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分析方法 

为了摸索 DC06 钢种在非稳态浇铸下钢水的洁净度，对连铸过程中头坯、尾坯；换钢包的交接坯；结

晶器钢水液面波动时的铸坯；换浸入式水口的铸坯等四种非稳态浇铸下的铸坯进行洁净度研究。通过大样

电解、扫描电镜和能谱仪等分析手段，掌握非稳态下铸坯与正常坯的差距，为生产提供指导。 

2  分析结果与讨论 

2.1  头尾坯洁净度分析 

本次试验铸坯断面为 1367mm×240mm，对头坯和尾坯在正常切头切尾后，每隔 0.5m 沿拉坯方向在铸

坯宽度 1/4 处，取 50mm×50mm×240mm 的铸坯试样，进行大样电解。 

2.1.1  头坯洁净度分析 

对头坯不同位置处的铸坯取样，采用 SLIME法电解萃取，过滤分离，对铸坯中的非金属夹杂物分析测试，不同

位置头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如表 1 

表所示，正常坯中大型夹杂含量如表 2 所示。 

由表 1 可知，前 1.5m 头坯内的大型夹杂物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坯，2.5m 后铸坯大型夹杂物含量基本接

近正常坯水平，说明此时中间包和结晶器液面控制已接近正常坯稳态浇注水平，头坯不同位置处的大型夹

杂物形貌如图 1 所示。 

铸坯中夹杂物经过无损提取后，将得到的夹杂物固定在导电胶上，利用能谱仪对其进行分析统计，见

图 2 所示，主要的大型夹杂物为纯 SiO2类和高 SiO2-Al2O3 类夹杂，共占大型夹杂总数的 93%左右，结晶器

保护渣内存在纯 SiO2 物相，故判断此类夹杂物来源于结晶器保护渣卷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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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头坯中不同位置大型夹杂物含量 
Table.1  The content of large inclusion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head 

铸坯距离头部距离 原样重/kg 电解重量/kg 
夹杂物总量 

mg mg/10kg 

1.5m 1.97 1.54 3.4 22.1 

2.5m 1.96 1.27 0.5 4.3 

3.5m 1.96 1.47 0.3 2.0 

4.5m 1.96 1.45 0.3 2.1 

5.5m 1.96 1.47 0.4 2.7 

 

表 2   正常坯中大型夹杂物含量 
Table.2  Large inclusion content in normal blank 

炉次 原样重/kg 电解重量/kg 
夹杂物总量 

mg mg/10kg 

第 1 炉正常坯 1.97 1.54 0.1 0.8 

第 2 炉正常坯 1.97 1.54 0.6 3.9 

第 3 炉正常坯 1.97 1.47 0.2 1.3 

第 4 炉正常坯 1.96 1.47 0.5 3.4 

第 5 炉正常坯 1.96 1.46 0.4 2.7 

第 6 炉正常坯 1.96 1.47 0.4 2.7 

     
          1.5m 处                      2.5m 处                             3.5m 处 

   
      4.5m 处                            5.5m 处 

图 1  头坯中大型夹杂物形貌 
Fig.1  Morphology of large inclusions in the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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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头坯中大型夹杂物类型 

Fig.2  Type of large inclusions in the head 

2.1.2  尾坯洁净度分析 

对尾坯不同位置处的铸坯取样，采用 SLIME 法电解萃取，过滤分离，对铸坯中的非金属夹杂物进行分

析测试，不同位置尾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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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尾坯中大型夹杂物含量 
Table.3  Large inclusion content in tail stock 

尾坯距离尾部距离 原样重/kg 电解重量/kg 
夹杂物总量 

mg mg/10kg 

1.5m 2.93 1.42 0.1 0.7 

2.5m 2.93 1.42 0.4 2.8 

4.5m 2.93 1.41 0.3 2.1 

5.5m 2.95 1.42 - - 

6.5m 2.94 1.42 0.5 3.5 

从错误!未找到引用源。3 可以看出，尾坯中大型夹杂物在 0.7mg/10kg~3.5mg/10kg 之间，尾坯中大型

夹杂物的含量与正常坯接近，尾坯中大型夹杂物形貌如图 3 所示。 

图 4 为尾坯中大型夹杂物类型统计，尾坯中仍然以高 SiO2 类夹杂为主，占大型夹杂物总数的 75%，分

析来源于结晶器保护渣卷渣；尾坯中发现少量的 MgO 类复合夹杂，可能来源于钢包顶渣与炉衬的反应形成；

块状 Al2O3夹杂有可能来自水口的脱落物或者是水口内壁沉积物；少量的 CaO 类夹杂可能来源于浇注末期

卷入的中间包覆盖剂。 

  
距离尾部 1.5m                           距离尾部 2.5m 

  
距离尾部 5.5m                        距离尾部 6.5m 

图 3  尾坯中不同位置大型夹杂物 
Fig.3  Large inclusion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 tail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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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尾坯中大型夹杂物类型 

Fig.4  Type of large inclusions in tail stock 

2.2  交接坯洁净度分析 

交接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如表 4 所示，其中第 2-4 炉交接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与正常坯接近，但

是 1-2、4-6 炉中交接坯中的大型夹杂物的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坯中的夹杂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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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交接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 
Table.4  Content of large inclusions in the transition slab 

炉次 原样重/kg 电解重量/kg 
夹杂物总量 

mg mg/10kg 

1-2 炉交接坯 1.98 1.02 0.9 8.8 

2-3 炉交接坯 1.96 1.51 0.3 2.1 

3-4 炉交接坯 1.96 1.47 0.3 2.0 

4-5 炉交接坯 1.97 1.47 0.8 6.1 

5-6 炉交接坯 1.96 1.47 1.1 7.5 

在电解的 5 块交接坯中，见图 5 所示，其中前四炉中的交接坯中的主要夹杂物类型为高 SiO2 类夹杂，

在 4-6 炉的交接坯中发现了大量的含有 Ti、Zr 的 Al2O3-CaO 类的夹杂，对比 SEM 水口材质，确定其主要

来源于剥落的水口结瘤物。 

 

图 5  交接坯中夹杂物（A-C：1-4 炉交接坯；D-E：4-6 炉交接坯） 
Fig.5  Inclusion in the transition billet (A-C:1-4 furnace; D-E:4-6 furnace) 

2.3  液面波动时铸坯洁净度分析 

取液面波动时铸坯，进行夹杂物检测分析，铸坯试样加工如图 8 所示。在铸坯宽度方向东侧边部、1/4、

1/2、3/4 处和西侧边部分别取 50×50×240mm 试样，在每块试样上加工大样电解试样。 

 

图 8  液面波动时铸坯取样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sampling for the sampling of liquid level fluctuation 

液面波动时铸坯中夹杂物含量见表 5 所示，大型夹杂物的含量在 0.6mg/10kg～2.3mg/10kg 之间波动，

其含量与正常坯水平接近。在其宽度方向上，大型夹杂物的含量没有明显的变化。 

利用扫描电镜和能谱分析，液面波动时铸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形貌和成分，见表 6 所示，由表 6 可知，

液面波动时铸坯中的大型夹杂物的含量主要以高 Si 类夹杂为主，还有部分 NaO、Al2O3 夹杂，其来源主要

为结晶器保护渣的卷入。 

表 5  液面波动时铸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 
Table.5  The content of the large inclusions in the cast slab during the liquid level fluctuation 

位置 原样重/kg 电解重量/kg 
夹杂物总量 

mg mg/10kg 

东侧 2.36 1.64 0.1 0.6 

1/4 2.37 1.75 0.2 1.1 

1/2 2.37 1.75 0.2 1.1 

3/4 2.37 1.75 0.1 0.6 

西侧 2.36 1.75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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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液面波动时铸坯内大型夹杂物形貌及成分 

Table.6  Morphology and composition of large inclusions in the cast slab during liquid level fluctuation 

 

 

元素 O Si Al C 

质量，% 52.9 15.2 7.2 24.6 

 

 

元素 Si O Al Na 

质量，% 18.5 47.6 9.5 2.9 

 

2.4  换水口时铸坯中洁净度分析 

取换水口时的铸坯及换水口前、后的铸坯试样，进行夹杂物分析，夹杂物含量见表 7 所示，由表 7 可

知，换水口前铸坯大型夹杂物的含量为 10.9mg/10kg，高出正常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换水口时的铸坯，

大型夹杂物为 21.8mg/10kg，远远超过正常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换水口后铸坯大型夹杂物的含量为

2.3mg/10kg，接近正常坯水平。 

表 7  换水口时铸坯中大型夹杂物含量 
Table.7  The content of large inclusions in the cast slab at the time of water exchange 

位置 原样重/kg 电解重量/kg 
夹杂物总量 

mg mg/10kg 

换水口前 2.36 1.75 1.9 10.9 

换水口 2.35 1.74 3.8 21.8 

换水口后 2.36 1.75 0.4 2.3 

换水口时铸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形貌和成分，见图 9 和表 8 所示；由表 8 可知，换水口时铸坯中的大型

夹杂物主要为球状的氧化铝夹杂，这些球状的 Al2O3夹杂由很多不同形状的小型 Al2O3 夹杂聚合而成，这是

水口结瘤物的典型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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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换水口时铸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形貌和成分 
Table.8  Morphology and composition of large inclusions in the cast slab at the time of water exchange 

 

 

元素 Al O 

质量，% 73.2 26.8 

 

 

元素 Al O C 

质量，% 28.5 52.7 18.8 

 

     
换水口前                             换水口                                换水口后 

图 9  换水口时铸坯中大型夹杂物 
Fig.9  Large inclusion in slab during nozzle change 

3  结论 

1）头坯中前 1.5m 的铸坯大型夹杂物含量达到 22.1mg/10kg，明显高于正常坯水平， 2.5m 后铸坯中大

型夹杂物含量总体趋于稳定，接近 3.0mg/10kg 的正常坯水平，夹杂物主要为纯 SiO2 类和高 SiO2-Al2O3类夹

杂，主要是由结晶器保护渣卷渣造成；尾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接近正常坯的水平。 

2）交接坯中大型夹杂物含量高于正常坯水平，其中，浇次前期第一与第二炉的交接坯中大型夹杂物含

量达到 8.8mg/10kg，夹杂物主要以高 SiO2类夹杂为主；浇次后期的交接坯中的大型夹杂物含量在 6.5mg/10kg

左右，夹杂物主要为含 Ti、Zr 的 Al2O3-CaO 类的夹杂，通过对比 SEM 水口材质，确定其主要来源于剥落

的水口结瘤物。 

3）液面波动时铸坯中大型夹杂物的含量在 0.6mg/10kg～2.3mg/10kg 之间波动，与正常坯水平接近，并

且在铸坯宽度方向上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夹杂物的含量主要以高 Si 类夹杂为主，其来源主要为结晶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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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渣的卷入。 

4）换水口前及换水口时铸坯中的大型夹杂物明显高于正常坯水平，分别达到了 10mg/kg 和 20mg/kg

以上，大型夹杂物主要为球状的氧化铝夹杂，由很多不同形状的小型 Al2O3 夹杂聚合而成，是水口结瘤物

的典型形貌；换水口后铸坯大型夹杂物的含量为 2.3mg/10kg，接近正常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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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钢 GCr15 轴承钢连铸坯偏析现状研究 

高  晗，李反辉，范俊硕 

（河北钢铁 集团石钢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  要：本文采用化学成分分析的方法对石钢轴承钢连铸小方坯横截面和纵切面上不同部位的碳含量分布进行分

析，研究得出宏观偏析的规律，以求找出影响石钢轴承钢中心偏析的工艺因素。这对提高石钢控制轴承钢连铸小方

坯中的宏观碳偏析水平，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轴承钢；连铸小方坯；中心偏析 

Study on Macrosegregation of Billets in Continuous Casting of 

GCr15 Bearing Steel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chemical analysis of carbon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hi Steel Bearing Steel Billet cross section and longitudinal section analysis, research that 

macro segregation laws,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f process factors on segregation of steel 

bearing center stone.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macro carbon segregation in 

continuous casting billet of controlling bearing steel. 

Key words：bearing steel; continuous casting billet; central segregation 

 

1  前言 

轴承钢中由于碳含量较高，极易形成碳的宏观偏析，凝固结构对宏观碳偏析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实

际生产中，可以通过改变工艺因素来控制轴承钢的凝固结构，从而来达到控制宏观碳偏析大小的目的。轻

微的偏析是不可避免的，而随着中心偏析程度的加重，对钢的生产及其性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连铸

坯的中心偏析是一种严重的质量问题，随着连铸坯产量的日益增多，对中心偏析的研究也就十分需要。 

本实验采用化学成分分析的方法对石钢轴承钢连铸小方坯横截面和纵切面上不同部位的碳含量分布进

行分析，研究得出宏观偏析的规律，以求找出影响石钢轴承钢中心偏析的工艺因素。这对提高石钢控制轴

承钢连铸小方坯中的宏观碳偏析水平，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2  低倍检验结果分析 

2.1  小方坯横断面低倍检验结果分析 

观察铸坯横断面低倍结构，可以看出石钢生产的轴承钢在铸坯中心有着明显的疏松缩孔，通过取样检

测还发现在疏松缩孔较明显区域的碳偏析程度也较高。图 1~2 为试验小方坯横断面中心疏松和缩孔的形貌。 

由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到，2323、2278 炉次的铸坯中心疏松和缩孔明显存在；且在这两炉中 2323 炉次

中心缩孔较明显且孔洞较大，而中心疏松程度稍轻，存在范围相对较小。这是因为两个试验炉次的过热度

均较大，在 30~40℃之间，有的甚至超过 40℃，其中 2323 炉次的过热度最高，其次为 2278 炉次。由实验

结果可见，高的过热度对中心疏松和缩孔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当过热度过大，钢液内部温度梯度过大，

冷却速度快，使得柱状晶生长发达，局部优先生长的柱状晶出现“搭桥”现象，把正在凝固中的铸坯分成若

干小区域，造成钢液的补充不足，而钢液在凝固的时候本身又具有一定的体积收缩，并且铸坯的凝固始终

是从坯壳边缘向中心处进行，因此，在铸坯完全凝固后，就会在其中心留下中心疏松或者缩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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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炉号为 2323 的试样浸蚀后形貌                 图 2 炉号为 2278 的试样浸蚀后形貌 

Fig.1 Heat acid etch microgram of furnace no.2323   Fig.2 Heat acid etch microgram of furnace no.2278 

 

2.2  小方坯纵断面 V 型偏析 

图 3 为 2323 炉次取的 150mm×150mm 纵断面铸坯试样低倍组织图，图中的红色框选部分为 V 型偏析

形貌。 

 

图 3 纵断面“V”型偏析图 

Fig.3 The "V" type segregation in longitudinal section 

 

由图 3 可见，试验铸坯纵断面上的 V 型偏析比较明显。在铸坯凝固的中心区域，铸坯中的偏析是以大

致 45°角向下和向内的流动。它的形成是由于在凝固最后阶段，富含杂质的钢液被中心等轴晶所包围，而

此时出现的凝固收缩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钢液进行补充就将造成没有支撑的枝晶凹陷下沉，从而在凝固终了

形成了 V型偏析。 

3  宏观偏析度检验结果分析 

3.1  横断面宏观碳偏析的基本规律 

对石钢轴承钢小方坯（炉号为 2278）横截面的碳含量分布和偏析比分布进行的研究，取样点位置分布

如图 4，具体研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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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钢屑分析取样位置 

Fig.4 The analytical sampling position of steel chip 

 

铸坯碳含量及碳偏析比的分布 

通过用 matlab 对 81 个取样点进行处理作出铸坯横断面上碳含量和碳偏析分布的三维等高图。 

  

图 5 铸坯横断面上碳含量的三维分布图 图 6 铸坯横断面上碳偏析比的三维分布图 

Fig.5 A three-dimensional distribution of carbon content on 

the cross section of a slab 

Fig.6 A three-dimensional distribution of carbon segregation 

ratio on cross section of slab 

 

由图 5 和 6 可知： 

（a）碳含量和碳偏析比高主要分布在五个区域，坐标位置为（75，75）的碳偏析比为 1.096，出现了

较大的正偏析，而在以这个点为中心的 15mm 的范围内出现了较低的偏析。 

（b）另外四个区域分别为 x 轴为 105-135，y 轴为 15-60 的区域，x 轴为 105-135，y 轴为 105-135 的

区域，x 轴为 60-90，y 轴为 15-30 的区域，x 轴为 45-60，y 轴为 120-135 的区域。 

（c）由图可知在 y 轴右边，从 y=105 开始的位置碳含量比左边的高，右边的平均碳含量为 1.04%，左

边的平均碳含量为 1.004%。 

（d）除去实验失误的点（135，45）外，最大的偏析点在中心位置。 

3.2  纵断面上宏观碳偏析的基本规律 

对石钢轴承钢小方坯（炉号为 2278）纵切面的碳含量分布和偏析比分布进行的研究，取样点位置分布

如图 7，具体研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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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纵切试样的取样点位置分布图 

Fig.7 The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points on longitudinal section 

碳含量的分布 

对各个取样点进行处理作出铸坯纵断面上不同位置的碳含量分布图，如图 8 所示。 

表 1 纵切试样碳含量及碳偏析比 

Table.1 Carbon content and carbon segregation ratio on longitudinal section 

序号 C（%） C/C0 

1 1.04 1.086 

2 1.07 1.117 

3 1.13 1.18 

 

 
图 8 纵切试样中心线上碳含量分布 

Fig.8 The distribution of carbon content on the center of longitudinal section 

 

由图 8 可知： 

（a）中心线上的碳含量分布较为分散，最大的碳含量为 1.17%，由纵切试样的低倍图可知，在碳含量

为 1.17%的取样点（6#）处存在着严重的缩孔，即疏松缩孔伴随着碳偏析严重的地方出现。 

（b）中心线上平均碳含量为 1.07%，成品钢中的碳含量为 0.958%，在中心线上平均碳偏析比为 1.117。 

（c）中心线上最大偏析比为 1.221，最小偏析比为 1.013，在其中还有一个点存在着负偏析，偏析比

为 0.992。说明在凝固末段钢水的凝固条件极差，导致偏析比的差距较大。 

4  中心正偏析及两侧负偏析分析 

4.1  中心正偏析分析 

在所有断面类型的连铸坯中，最大正偏析均发生在其横断面的中心（或者中心线）位置。这是由于选

分结晶的关系，凝固初期形成的枝晶内部杂质含量较低，将杂质元素挤向枝晶间钢液中，随着凝固的进一

步进行，枝晶不断向前生长，从而将富含杂质元素的钢液推向凝固前沿。而铸坯是从表面向中心凝固，因

此，在凝固进行到铸坯中心部位时，由于之前凝固过程中不断的选分结晶，造成此时的钢液中杂质元素含

量最高，从而使得铸坯完全凝固后，在其中心部位形成最大宏观正偏析。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小方坯，从前面的 C 元素偏析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试样宏观偏析程度最为严重的

地方均在横断面中心，与上段分析一致。由于小方坯横断面的关系，小方坯的凝固是从四边同时开始的，

理论上小方坯各个方向得到的冷却强度是一致的，从而其凝固速度应该相同。当钢液进入结晶器中，最先

形成表层的激冷晶，然后开始生成柱状晶。最终凝固位置不是像板坯那样为一条线，而是聚集为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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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富含杂质元素的钢液在凝固的最后阶段被推到了中心位置，使得中心处的宏观正偏析最为严重。 

4.2  负偏析分析 

可以看到，在试验小方坯偏析分布曲线中，除在中心存在最大正偏析外，在中心两侧还存在明显的负

偏析。中心最大正偏析两侧出现的负偏析，与接近终点时的凝固收缩有关。当凝固接近终点时，由于固态

钢和液态钢的密度差异，造成体积差异，使得在中心附近出现凝固收缩现象，或者是由于枝晶的搭桥现象，

从而在铸坯芯部形成空穴。这些芯部的空穴具有负压，使得富含溶质元素的钢液被吸入，从而造成中心最

大正偏析，并且由于这种空穴负压吸入作用，使得中心区域周围的溶质元素含量降低，从而在凝固终了后

形成一定程度的负偏析，在偏析度分布曲线上就表现为中心最大正偏析两侧的负偏析。小方坯的凝固是从

四个截面向中心处进行，因此当凝固终了后，由于空穴负压吸入作用造成的负偏析就体现为中心周围的有

负偏析带。 

5  结束语 

本文对石钢 GCr15 连铸坯横截面和纵切面上的碳含量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宏观上分析了碳偏析的情况，

得出了以下结论： 

1)铸坯横截面中心处出现较大的正偏析，偏析比为 1.096，在中心处附近出现碳的负偏析；铸坯表面碳

分布不均匀，铸坯左边的平均碳含量为 1.004%，右边的平均碳含量为 1.04%。 

2)纵切试样上的碳含量分布较为均匀，在远离中心线的区域碳含量较低，中心线上的碳含量平均值为

1.07%，最大碳含量为 1.17%，平均碳偏析比为 1.17，最大碳偏析比为 1.221；在中心线上碳偏析比（1.221）

较大的地方（6#取样点）出现了缩孔，说明疏松缩孔伴随着碳偏析严重的地方出现。 

3)铸坯表面出现中心正偏析，两侧负偏析是因为凝固过程中的选分结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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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钢连铸坯宏观偏析的研究与控制 

高  鹏，陈良勇，高  晗，秦  影 

（河钢 石钢炼钢厂，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  要：本文通过铸坯钻孔分析实验、射钉试验、原位分析及铸坯低倍酸洗组织统计，对 8620 齿轮钢的电磁搅拌

和二冷水进行优化调整后，铸坯 1/4 和中心处的元素偏析均有所改善，铸坯质量得到提升。 

关键词：齿轮钢；宏观偏析；电磁搅拌；二冷水 

Research and Control of macrosegregation of gear steel continous 

casting billets 

GAO Peng, CHEN Liang-yong, GAO Han, Qin Ying 
(HBIS Group SHI Steel Company,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GAO Peng, E-mail: sggaopeng@ 

hbisco.com) 

Abstract：In the current paper，the pin-shooting and drilling experiments were done. The original position 

analysis and the billet macrostructure statistics has been completed. The macroseregation at quarter and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billet reduced after the distribution of water and EMS was adjusted, the inner 

quality of gear 8620 billets were improved. 

Key words：gear steel; macrosegregation; EMS; second cooling water 

 

随着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对高品质特殊钢的需求不断增长，因而带动了我国特殊钢产业朝高

产量、高品质方向发展。高品质的特殊钢产品用钢也日益成为很多钢铁企业研究和开发的重点。由于结晶

器的强制冷却，连铸坯的凝固组织从表面至中心分为激冷层、柱状晶区和等轴晶区三部分。一般情况下，

等轴晶结构致密，加工性能好；柱状晶由于其晶体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加工性能差，容易导致中心偏析、

中心疏松和中心裂纹等缺陷。所以在连铸坯凝固过程中，应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尽可能抑止柱状晶发展，促

进等轴晶区域扩大。 

本文主要通过射钉试验、原为分析、铸坯钻孔分析实验及铸坯宏观偏析模型的应用，对 8620 齿轮钢的

电磁搅拌和二冷水进行优化调整后，铸坯 1/4 和中心处的元素偏析均有所改善，铸坯质量得到提升。 

1  实验 

本文研究钢种为齿轮钢 8620，其化学成分如表 1 所示，该钢种属于低碳含硫钢。 

表 1 8620 的化学成分 

Table 1  Industrial parameters of gear steel 8620 

化学成分 C Si Mn P S Cr Ni Mo 

Wt. (%) 0.18-0.22 0.17-0.26 0.70-0.90 ≤0.025 0.15-0.23 0.40-0.60 0.40-0.70 0.15-0.25 

 

1.1  铸坯钻孔分析 

为了评估现有工艺条件下该铸坯的元素偏析情况，采用 5mm 的钻头对铸坯进行钻孔取样。沿铸坯宽面

水平中心线方向，每隔一定距离进行钻孔取屑，共计 23 个位置；沿铸坯右上角对角线，每隔一定距离进行

钻孔取屑，共计 13 个位置；沿各对角线 1/4 处，进行钻孔取屑，共计 12 个位置；如图 1 所示。采用碳硫

分析仪测定 C、S、元素含量，然后计算各元素平均含量和偏析指数。偏析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Ri= Ci/ C0 

式中，Ci为该位置的碳元素含量，%；C0为所有位置的元素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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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铸坯钻孔取样位置示意图 

Figure.1 Position of drilling for 8620 billet 

1.2  原位分析 

原位分析技术可对各元素在材料中不同含量所占的原位权重比率，是材料及工艺研究中一种反映材料

内在质量的新判据方法。通过原位分析仪结合扫描电镜的线扫描和面扫面可以观察 C、P、S 等元素的分布

情况。选取 1/4 铸坯断面分成 4 块并标号进行原位分析。 

 

图 2 铸坯分割示意图 

Figure.2 Position of cutting for 8620 billet 

 

图 3 8620 原位分析 C 元素分布 

Figure.3 Carbon of original position Analysis for 8620 billet 

1.3  射钉试验验证 

在铸机上针对该钢种在距弯月面 12.7 m 的位置进行射钉实验，其结果如图 4 所示。实验过程采用钢

钉的成分为 60Si2Mn，钉长为 200 mm，实验过程钉子偏离中心向上 28 mm，在该位置处的坯壳厚度为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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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图 4 8620 钢射钉实验结果 

Figure.4 Results of pin-shooting experiment for 8620 steel 

2  结果与讨论 

2.1  二冷水优化 

为了确定合适的二冷水参数，制订了 3 组实验方案，如表 2 所示。实验完成后，对铸坯进行低倍检测

和钻孔偏析检测。铸坯经热酸腐蚀后，在横断面上能够清晰的显示出宏观凝固组织。其宏观组织分为激冷

层、柱状晶区、混晶区和中心等轴晶区，然后对各区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为了更直观的评估碳元

素的偏析行为，同样按照示意图 5 进行钻孔，然后进行化学分获得其 C、S 含量，最后进行对比，获得较

佳的生产参数。3 组实验方案 C、S 元素偏析情况如图 6、图 7、图 8。 

表 2 8620 钢二冷水优化方案 

Table.2 Distribution of water for gear steel 8620 

参数 过热度(oC) 拉速(m/min) 二冷一段(L/min) 二冷二段(L/min) 二冷三段(L/min) 

方案 1 20-30 0.5-0.6 28 38 24 

方案 2 20-30 0.5-0.6 28 41.8(增加 10%) 21.6(减小 10%) 

方案 3 20-30 0.5-0.6 28 45.6 (增加 20%) 19.2(减小 20%) 

表 3 8620 钢二冷水优化方案坯低倍组织统计 

Table.3 Macrstructure statistics of the 8620 billet for different water 

方案 激冷层（%） 柱状晶区（%） 混晶区（%） 中心等轴晶区（%） 铸坯（%） 

方案 1 8.31 43.22 28.02 20.45 100 

方案 2 8.01 39.97 31.87 20.15 100 

方案 3 8.31 38.66 29.75 23.2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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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铸坯钻孔取样位置示意图                   图 6 方案 1 铸坯 C 元素偏析情况 

Figure.5 Position of drilling for 8620 billet       Figure.6 Carbon Macrosegregation of billets for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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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方案 2 铸坯 C 元素偏析情况                    图 8 方案 3 铸坯 C 元素偏析情况 

Figure.7 Carbon Macrosegregation of billets for plan 2   Figure.8 Carbon Macrosegregation of billets for plan 3 

综合比较以上 3 种不同二冷配水下元素偏析情况，8620 钢的较佳二冷水方案为方案 3。 

2.2  电磁搅拌参数优化 

为了确定合适的结晶器电磁搅拌参数，制订了 4 组实验方案，如表 4 所示。实验完成后，对铸坯进行

低倍检测和钻孔偏析检测。铸坯经热酸腐蚀后，然后对各区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5 所示。结晶器电磁搅拌

频率保持在 2.2 Hz 时，。从铸坯酸洗可得出等轴晶率随着搅拌电流增加而增大，当搅拌电流大于 160 A 时，

中心等轴晶区的面积百分比变化不大，保持在 23%左右。4 组实验方案 C、P、S 元素偏析情况如图 9、图

10、图 11、图 12。 

表 4 8620 钢调整电磁搅拌参数方案 

Table.4 Parameter of EMS for gear steel 8620 

参数 过热度(oC) 拉速 (m/min) 电搅 (A/Hz) 末搅 (A/Hz) 

方案 1 20-30 0.5-0.6 200/2.2 150/8 

方案 2 20-30 0.5-0.6 200/2.0 150/8 

方案 3 20-30 0.5-0.6 150/2.2 150/8 

方案 4 20-30 0.5-0.6 100/2.2 150/8 

表 5 8620 钢调整电磁搅拌方案铸坯低倍组织统计 

Table.5 Macrostructure statistics of the 8620 billet for different EMS 

方案 激冷层（%） 柱状晶区（%） 混晶区（%） 中心等轴晶区（%） 铸坯（%） 

方案 1 7.81 40.25 27.73 24.21 100 

方案 2 6.5 42.99 27.61 22.9 100 

方案 3 8.43 38.73 29.43 23.42 100 

方案 4 7.51 45.32 29.04 18.12 100 

 

0.205

0.210

0.215

0.220

0.225

0.230

0.235

0.240

0.245

Q4Q3Q2

 C

 P

 S

位置

碳
元

素
的

质
量

百
分

数
 (

%
)

Q1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0.017

0.022

0.023

0.024

0.025

磷
、

硫
元

素
的

质
量

百
分

数
 (

%
)

  

0.205

0.210

0.215

0.220

0.225

0.230

0.235

0.240

0.245

Q4Q3Q2

 C

 P

 S

位置

碳
元

素
的

质
量

百
分

数
 (

%
)

Q1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0.017

0.022

0.023

0.024

0.025

磷
、

硫
元

素
的

质
量

百
分

数
 (

%
)

 

图 9 方案 1 铸坯 C 元素偏析情况                 图 10 方案 2 铸坯 C 元素偏析情况 

Figure.9 Carbon Macrosegregation of billets for plan 1   Figure.10 Carbon Macrosegregation of billets for p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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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方案 3 铸坯 C 元素偏析情况              图 12 方案 4 铸坯 C 元素偏析情况 

Figure.11 Carbon Macrosegregation of billets for plan 3   Figure.12 Carbon Macrosegregation of billets for plan 4 

 

综合比较以上四种不同电磁搅拌参数下元素偏析情况，8620 钢的较佳二冷水方案为方案 3。 

3  结  论 

1)生产 8620 钢的二冷水优化方案为：二冷水 1 区水量 28L/Kg，二冷水 2 区水量 45.6L/Kg，二冷水 3

区水量 19.2L/Kg； 

2)生产 8620 钢的电磁搅拌优化方案为：M-EMS (150 A/2.2 Hz)，FEMS (200 A/8.0 Hz)； 

3)根据优化方案调整后，8620 钢铸坯碳元素分布较优化之前更加均匀，该铸坯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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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55SiMnMo 钢表面与内部质量工艺的研究

与应用 
李反辉 

（河北钢铁集团石钢公司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要：本文针对 55SiMnMo 铸坯因表面存在一些缺陷而被大量判废的情况，本厂技术人员通过改善钢水质量、优

化连铸工艺参数、优化结晶器振动系统，逐步解决了铸坯表面振痕深、中心偏析等缺陷，大大提高了钢的内部质量。 

关键词：55SiMnMo ； 表面 ； 中心偏析 ； 质量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Improving the surface and internal 

quality process of 55SiMnMo steel 

LI fan-hui 
(Hebei iron and Steel Group stone steel company, Shijiazhuang 050031, Hebei)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55 simnmo slab due to there are some surface defects was sentenced 

to waste a lot of situations. Our factory technical staff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olten steel, 

optimization, optimiza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of continuous casting crystallizer vibration system, and 

gradually solve the casting defects such as surface vibration mark depth, center segregation, greatly 

improving the internal quality of steel. 

Key words: 55 SiMnMo; Surface; Center segregation; quality 

 

1  前言 

近年来国内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盈利水平大幅降低，钢铁行业的竞争愈发残酷激烈，企业生存空间狭

小。本厂生产的 55SiMnMo 铸坯的表面振痕深以及中心偏析现象比较严重。导致铸坯修磨甚至大量判废，

引起客户频繁抱怨，造成质量异议，经济损失严重。因此，在公司品种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必须时刻围

绕市场及产品开展工作，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为客户提供有力的保证支撑体系。 

2  主要技术点 

2.1 改善钢水质量 
2.1.1 调整钢水成分 

调整钢中的溶质元素含量，均匀钢水成分，推行窄成分控制。同时调整 C、Si、Mn 等主成分以降低钢

材偏析度，另外采用严格控制钢中的强偏析元素 P≤0.020，S≤0.015。调整后的成分见下表： 

表 1 调整后的成分 

Table1 Adjusted component 

项目 C% Si% Mn% P% S% 

调整前 0.53-0.55 1.25-1.30 0.75-0.80 ≤0.030 ≤0.030 

调整后 0.51-0.53 1.20-1.25 0.70-0.75 ≤0.020 ≤0.015 

2.1.2 降低钢水过热度 

钢水过热度高，会导致铸坯中心偏析严重[1]。调整前钢水过热度控制范围：开浇第一包 20-50℃，连浇

炉次为 15-35℃。调整后钢水过热度标准要求为：开浇第一包 20-40℃，连浇炉次为 10-30℃。 

生产中实际钢水过热度为：调整前开浇第一包平均 48℃，连浇炉次平均 34.2℃；调整后开浇第一包平

均 36℃，连浇炉次平均 22.8℃。 

调整前后中包过热度对比如下图： 

347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348 - 

  

图 1 中包过热度对比图  

Fig.1 Heat contrast chart of tundish 

通过调整钢中的溶质元素含量，均匀钢水成分，降低钢水过热度能明显改善铸坯中心偏析。 

2.2  优化工艺参数 

2.2.1 拉速优化 

拉速过快,液态钢在结晶器内停留时间减少,导致转移液态钢过热量所需的时间增加,容易形成轴向偏析,

同时拉速增加,液相穴深度增加,更易形成凝固桥而造成铸坯鼓肚，形成中心偏析。 

因此，降低拉速有助于改善铸坯中心偏析。 

表 2 调整前后拉速对比表（断面 300*360mm） 

Table2 Comparison table of speed before and after adjustment (section 300*360mm) 

 拉速范围 

调整前 0.50-0.60m/min 

调整后 0.48-0.53m/min 

2.2.2 优化电磁搅拌参数 

铸坯的中心偏析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电磁搅拌是改善连铸坯质量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实践表明,合理

地运用结晶器电磁搅拌,对提高铸坯等轴晶率、细化凝固组织、降低中心偏析、改善铸坯质量可以取得显著

的效果[2]。 

通过试验摸索，最终确定了最优的电搅参数见下表： 

表 3 最优的电搅参数 

Table3 Optimum electric stirring parameter 

 M-EMS F-EMS 

调整前 200A/2.2Hz 250A/8Hz 

调整后 130A/2.2Hz 300A/8Hz 

实践证明通过降低连铸机拉速，调整连铸机结晶器电磁搅拌及末端电磁搅拌等参数对连铸坯中心偏析

有积极的影响。 

2.3  优化结晶器振动系统 

结晶器振动是连铸机的关键设备，振动参数不合理对铸坯的振痕深度影响巨大，严重的甚至造成漏钢

事故。 

大方坯投产时，连铸机的振幅为±3.5mm，负滑脱时间在 0.25～0.32s。 

负滑脱时间与拉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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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负滑脱时间与拉速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slippage time and pulling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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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铸坯振痕深缺陷，本厂技术人员通过对振动机构的优化设计改造，由原来的偏心轮驱动改为可

调振幅机构。对振动参数、拉速重新进行了计算和优化，实现了“恒”负滑脱结晶器振动技术，负滑脱时

间稳定在 0.20～0.23s，振动偏摆从 0.15mm 以上降至 0.1mm 以内，振动运行平稳，铸坯角部缺口现象得到

极大的改善。恒负滑脱时间（0.20～0.23s）如图 

通过优化结晶器振动参数减小铸坯表面振痕深度，大大提高了铸坯的表面质量。 

2.4  采用铸坯开方再轧制技术 

针对大方坯铸坯中心偏析严重，造成轧材带状、成分不合缺陷，炼钢厂技术人员通过研究、借鉴其它

单位先进经验决定对铸坯先进行开方再轧制技术。把 300×360 mm
2 断面的铸坯先进行开方，开方成 150×

150mm
2 断面铸坯再进行轧制。 

2.5 应用效果 

2.5.1 铸坯振痕的改善 

根据“弯月面部分凝固理论”振痕深度和负滑脱时间成正比，与保护渣粘度成反比，优化参数应用之

前，因负滑脱时间过长，导致振痕深，且振痕形状不规则，甚至紊乱。应用优化参数后，振痕深度明显减

小，振痕形状平直、规则。 

应用前后效果对比如下表： 

表 4 应用前后效果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effect before and after application 

 振痕深度(mm) 振痕形状 

应用前 0.5-1.0 弯曲紊乱 

应用后 0.2-0.5 平直规则 

应用前后，典型表面样照片对比如图。 

             
应用前                          应用后 

图 3 典型表面样照片对比 

Fig3 Photograph comparison of typical surface samples 

2.5.2 连铸坯低倍改善 

优化前后铸坯低倍图片对比如下： 

          

优化前                             优化后 

图 4 优化前后铸坯低倍图片对比 

Fig4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casting low rate picture contrast 

3  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通过调整钢中的溶质元素含量，均匀钢水成分，降低钢水过热度，降低连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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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拉速，调整连铸机结晶器电磁搅拌及末端电磁搅拌等参数能明显改善铸坯中心偏析。钢材修磨率从 100%

降低到 14.6%，判废率从 6.74%降低到 0%，中心偏析稳定控制在 1.2 以下。铸坯质量的提高，减少了钢材

修磨量、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铸坯质量的提高，为公司拓展市场、保客户、提高用户的满意度方面成

绩突出，提高了河北钢铁集团石钢公司的市场形象，创造了无形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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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的工艺创新与发展方向 

王启凡，高晗，刘峰，刘勇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对于钢铁企业而言，在如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要想成为国内行业乃至国际行业中的佼佼者，

就需要以降能耗为手段，坚持不断创新生产工艺和设备技术。在钢铁生产中钢铁质量的优劣取决于炼钢工艺的好坏，

而钢铁质量的性能关键在于连续铸钢的水平，所以连铸技术水平的高低已成为一个钢铁企业整体生产水平的重要标

准之一。本文将从高效连铸技术和连铸连轧技术这两方面进行展开性讨论，其中有：中间包等离子加热技术、结晶

器电磁制动、动态二冷控制技术、动态轻压下技术、高温出坯技术、铸坯保温技术和铸坯边角部热补偿技术。 

关键词：高效连铸；连铸连轧；等离子加热；结晶器；铸坯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Continuous Casting 

WANG Qi-fan, GAO Han, LIU Feng, LIU Yong 

(HBIS Group Shisteel Company, Shijiazhuang, Hebei) 

Abstract: For steel companies, if they want to be the best companies in the inland and international field 

under the trend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y should insist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with the means of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The quality of steelmaking decides the 

quality of steel, and the property of steel depends on the standard of continuous casting. So the standard 

of continuous casting becomes the important level of production capacity for the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 we will discuss the high efficiency continuous casting and direct rolling, and 

these include tundish plasma heating technology, EMBR, dynamic control for secondary cooling, 

dynamic soft reduction, high temperature casting technology, billet insulation technology and hot 

compensation technology for casting billet.  

Key words: high efficiency continuous casting; direct rolling; plasma heating; tundish; casting billet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制造业和建筑行业的迅猛发展，对钢铁原材料无论是从产量上

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更高的需求。而连续铸钢技术对钢铁行业上的生产技术革新、产品质量提升和产品产量

提升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连铸也是衡量一家钢铁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钢铁行业现代化程度高

低的重要因素[1]。 

对于连铸而言，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如何提高产量、缩短生产周期以及降低能耗成为了摆在发

展面前的首要考虑因素[2]。由此应运而生的高效连铸技术和连铸连轧技术解决了以上难题。高效连铸技术

是以高拉速为核心，以产出高质量铸坯为基础，实现高作业率的连铸技术，进而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3]。

同时，连铸连轧技术是以铸轧一体化为核心，实现了缩短生产周期的连铸技术，达到了降低能耗的目的。

所以，高效连铸技术和连铸连轧技术的不断发展成为开发连铸潜能、实现成品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1  高效连铸 

1.1 高拉速技术 

在提高铸机拉速后将带来两类问题。首先是漏钢率的提高，当处于高拉速情况时，凝固的坯壳厚度减

薄，坯壳与结晶器壁间产生的摩擦力极易引发漏钢事故。其次是对铸坯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来夹杂

物污染、内部裂纹与表面裂纹。高拉速的实现是以加大中包水口注流量为前提，大量流下的钢水极易对结

晶器液面产生波动，这也就增加了钢水卷渣的风险，从而增加了夹杂物进入铸坯的几率[4]。同时，由于铸

坯内液芯体积增大，造成铸坯鼓肚量加大，增加了内部裂纹和表面裂纹的产生几率。 

由此可知，高拉速实现的前提是铸坯坯壳厚度足够厚，且能够防止高拉速给铸坯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 

1.1.1 中间包等离子加热技术 

钢液过热度低且浇注温度稳定对于实现高拉速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这就要求了中包内钢水温度的稳

定性，在连浇过程中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温度不仅利于生产顺行，而且可以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基于以上原因，大力发展中包加热技术成为了当务之急，其中以等离子体加热技术为代表的加热方式

备受各钢铁企业所亲睐。等离子加热技术主要有两种类型：直流型和交流型，二者均以转移弧方式将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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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成热能[5]。通常直流型等离子加热技术更适用于中间包加热。TPH 的设备组成主要有：等离子阴极枪、

等离子枪升降系统、中间包加热室、气体系统、冷却水系统、回流阳极、电路系统以及电控系统。具体的

TPH 设备构造如下图所示。 

 

图 1 TPH 设备构造 

Fig. 1 The equipment structure of TPH 

采用 TPH 后所能达到的冶金效果是：（1）中间包钢水温度可以控制在目标温度的±5℃以内；（2）板

坯的夹杂物指数减小 45％，即从 1.0 减小到 0.5；（3）减少水口冻结，冻结的炉次由 3.2%减少到 2.0%
[6]。 

1.1.2 结晶器电磁制动 

高拉速同样还会带来钢流侵入深度加深，对于结晶器内夹杂物的上浮和保护渣的卷入是极为不利的。

针对这种情况，瑞典 ASEA 公司和日本川崎钢铁公司联合开发了一种电磁制动（EMBR）技术，该技术利

用注流切割结晶器外加恒定磁场产生电流，再通过该电流与外加磁场相互作用产生与注流运动方向相反的

电磁力，借此电磁力对注流运动起到了减速的作用[7]。 

在 220 mm×1550 mm 板坯实际生产中采用电磁制动技术的实际冶金效果如下： 

（1）从水口射出的流股速度减小了一半，减弱了对坯壳的冲刷，坯壳的生长更加均匀。同时，也减小

了坯壳薄弱点因回热形成热裂纹的风险性。 

（2）流股冲击深度（距结晶器钢液面以下距离）从 4m 减小到 2m，降低了铸坯内弧面 20~50mm 区域

中氧化物夹杂的含量。 

（3）由于流股分散，水口上部区域的钢液流速加快，促进了过热钢液沿弯月面流动，有利于保护渣吸

收夹杂物，使铸坯表皮下 8mm 处夹杂物的含量呈下降趋势，冷轧薄板表面氧化铝分层缺陷明显减少（由

2.94%减少到 0.69%）[8]。 

1.2 高铸坯质量技术 

铸坯质量的好坏决定了轧材质量的好坏，所以说保证铸坯质量的优良成为了高效连铸技术发展的核心

课题。基于以上因素，本文将介绍近年来发展较为成熟的动态二冷控制技术和动态轻压下技术。 

1.2.1 动态二冷控制技术 

连铸二冷装置是铸坯在离开结晶器后对坯壳继续加以喷水或者喷气水的冷却装置。连铸二冷配水经历

了人工配水法、水表比例控制、拉速参数控制法的静态配水方法到基于传热数学模型的实测表面温度反馈

控制、坯龄控制法和目标表面温度控制法的动态控制历程。动态二冷控制方法可以克服传统基于拉速调节

水量的不足，尤其可以解决铸坯表面温度波动较大现象。当前，静态的二冷配水模型已经非常成熟，在国

内各钢厂广泛应用，而基于铸坯传热计算的控制模型是当前动态二冷研究的热点。VAI（奥钢联）的 DYNACS 

动态二冷水模型通过对铸流温度场进行了模拟和计算,并综合了中间包钢水温度、拉速、二冷水流速度、铸

坯表面温度、钢种特性(如化学成分、固液相线温度、热容量) 等多方面因素，进行二冷动态控制，取得了

较好的实际应用效果[9]。 

1.2.2 动态轻压下技术 

轻压下技术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它是在铸机扇形段由上到下的支撑辊道采用收缩棍缝，以防止

板坯鼓肚而产生中心偏析和中心裂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技术多用于板坯与大方坯的铸坯生产上。轻

压下按位置，分为全程轻压下和局部轻压下（凝固末端）；按控制方式，分为静态轻压下和动态轻压下；按

设备，分为机械应力轻压下（辊式轻压下、连续锻压式轻压下）和热应力轻压下（凝固末端强冷技术）[10]。 

动态轻压下技术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1997 年，VAI 率先将动态轻压下技术用于板

坯铸机的改造，并取得了矫正板坯在弯矫过程中产生的变形，消除压痕，提高板坯表面质量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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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浦项采用轻压下技术后,铸坯的中心偏析从 1.6 降至 1.1，磷偏析从 3.7 降至 1.8，锰偏析从 1.5 降至 1.25，

P70 线材的拉断率从 10%降至 4.3%
[11]。武钢三炼钢采用动态轻压下工艺的 3 号宽厚板铸机生产的铸坯与 1

号和 2 号常规板坯连铸机生产的铸坯对比结果表明，3 号连铸机的铸坯消除了 A 级中心偏析,C 级 1.0 及低

于 1.0 概率比 1 号和 2 号铸机分别提高了 9.6%和 6.1%
[12]。 

2  连铸连轧 

连铸连轧是指把高温无缺陷的铸坯经过补偿加热后直接轧制的工艺。相比于传统连铸→热装→轧制工

艺路线，连铸连轧的能耗仅占常规流程的三分之一，厂房占地面积减少 75%，生产成本降低了 30%
[13]。实

现连铸连轧的关键技术有： 

（1）无缺陷铸坯生产，从铸机生产出的铸坯无表面和内部质量问题，同时还需有高温状态下铸坯质量

检测手段； 

（2）高温铸坯生产，其中有铸坯保温、铸坯补偿加热和快速运输等； 

（3）连轧的自动化管理系统，稳定连铸与连轧的合理、高效衔接，协调各工序生产协调匹配[14]。 

关于无缺陷铸坯生产的技术已达到很成熟地步，本文中将着重为读者介绍高温铸坯生产技术和连铸连

轧的自动化管理系统。 

2.1 高温铸坯生产技术 

为保证生产出的铸坯达到直接轧制的温度，应采取高温出坯技术、铸坯保温技术和铸坯边角部热补偿

技术。 

2.1.1 高温出坯技术 

对于高温出坯，常采用以下措施： 

（1）二冷区采用复合二次冷却方式。结晶器下扇形Ⅰ段采用喷水强冷，迅速增加坯壳厚度，接下来的

扇形段至拉矫机处选择气—水喷雾弱缓冷，拉矫机后水平段采用气—水喷嘴冷却夹辊进行间接冷却。 

（2）利用铸坯液相穴凝固末端释放的凝固潜热复热坯壳。达到此效果的前提是：能够准确地确定液相

穴末端位置，并使其位于拉矫机前 1m 左右。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借助于电磁超声波探测装置直接测定

坯壳厚度，计算出完全凝固位置；二是利用凝固传热数学模型计算出浇注条件下液相穴的长度，确定凝固

终点，此法在生产中应用较为广泛。 

（3）高拉速。提高拉速可以缩短铸坯在连铸区域停留时间，减少铸坯的热损耗[15]。 

2.1.2 铸坯保温技术 

在提高铸坯温度，防止热损失方面，常采用以下措施： 

（1）连铸机内及切割区保温。在连铸机后部与切割区加装保温罩； 

（2）铸坯输送过程中保温。根据运送距离可以选择保温辊道+铸坯高速运输装置[16]。 

2.1.3 铸坯边角部热补偿技术 

铸坯连轧时因其边角部热流失较多，往往温度会降至 1000℃以下，无法达到初轧温度，所以需额外安

装边角部的加热装置。加热装置分为感应电加热和煤气烧嘴加热装置，因煤气烧嘴加热装置温度控制偏差

大，所以大部分采用电磁感应加热装置[17]。 

2.2 连铸连轧的自动化管理系统 

采用自动化管理，可使连铸和热轧生产稳定、可靠、高效率地进行。建立炼钢—连铸—轧钢生产一体

化管理系统必须考虑到： 

（1）铸机与轧机的生产能力以及机组数相匹配； 

（2）铸坯规格与轧材规格相一致，铸坯尺寸不宜变动过多，且铸坯最大宽度要略小于轧机最大宽度； 

（3）炼钢、连铸与轧钢生产的计划和管理同步； 

（4）实现计算机与信息网络技术进行管理。 

3  结语 

高效连铸和连铸连轧不仅提高了铸坯与轧材的生产率和产量，而且进一步改善了铸坯质量,对钢铁工业

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中间包等离子加热技术、结晶器非正弦振动、结晶器电磁制动、结晶

器在线调宽技术、动态二冷控制技术、动态轻压下技术、高温出坯技术、铸坯保温技术和铸坯边角部热补

偿技术等连铸与直轧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促进了高效连铸和连铸连轧的不断发展进步。同时，高效连铸和

连铸连轧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综合应用各连铸、轧钢新技术，只有不断开发和创新，才能促进高效连铸与

连铸连轧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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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钢轴承结晶器液面波动控制 
杨立永，郝增林，陈良勇，王翠亮 

（河钢石钢炼钢厂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  要：通过采用结晶器自动加保护渣系统、调整水口插入深度、控制中包液面等措施，轴承钢结晶器液面波动

范围从±5mm 降低到±3mm，液面波动超标甩坯率从 1.34%降低到 0.3%以下。 

关键词：轴承钢；液面波动；中包液面；自动加渣 

Control of Liquid Level Fluctuation in Mould of Bearing Steel 

YANG Li-yong,CHEN Liang-yong,WANG Cui-liang 
(HBIS Group SHISteel Company,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G Li-yong,  

E-mail: sgyangliyong@hbisco.com) 

Abstract： Through the use of mold automatic protective slag adding system and adjust the immersion 

depth of nozzle, control tundish liquid level, bearing steel mold level fluctuation range decreased from± 

5mm to ±3mm, exceed the standard rejection level fluctuation rate from 1.34%  reduced to less than 

0.3%. 

Key words：bearing steel; liquid level fluctuation; tundish liquid level; automatic slag adding 

 

轴承钢主要用来制造滚柱、滚珠和轴承套圈，夹杂物直接影响轴承钢的质量，从而影响其疲劳寿命。

轴承钢是对夹杂物要求最严格的钢种之一。随着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轴承钢的夹杂物要求越来越高。 

结晶器液面波动超标不仅需要进行甩坯，造成成本增加而且可能造成夹杂物缺陷。国内外先进钢铁企

业生产轴承钢时结晶器液面波动范围都控制在±3mm 以内，石钢生产轴承钢结晶器液面波动范围±5mm，

已经无法满足高端客户的要求。因此，控制结晶器液面波动范围在±3mm 以内成为石钢轴承钢能否迈向高

端领域的巨大障碍。 

1  现状分析 

石钢轴承钢主要在 3#连铸机 220×300mm
2 和大方坯连铸机 300×360mm

2生产。结晶器液面波动控制

范围为±5 mm,液面波动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结晶器液面波动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mould liquid level fluctuation 

统计了 9 个月结晶器液面波动超标甩坯率平均为 1.34%，如表 1 所示。 

表 1  轴承钢液面波动甩坯率 
Table. 1 Liquid level fluctuation rejection rate of bearing steel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平均 

液面波动控

制范围 
± 5 mm 

液面波动超

标甩坯率 
1.71% 1.73% 1.95% 2.14% 1.24% 1.30% 1.66% 1.66% 0.82% 1.34% 

355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356 - 

2  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2.1 自动加保护渣系统应用 

手动加保护渣由职工定期使用加渣工具向结晶器内加入保护渣，由于加渣时保护渣不能完全铺散，且

一次加入量较大，对结晶器液面扰动大，经常会造成结晶器液面波动超标现象。 

自动加保护渣系统通过氩气不间断的将保护渣吹送入结晶器内，加渣均匀，保护渣加入量小，不会对

结晶器液面造成影响，因此结晶器液面平稳。如图 2 所示。 

 

图 2 自动加保护渣示意图 

Fig. 2 Automatic add protection slag 

2.2 调整水口插入深度 

浸入式水口插入深度对结晶器液面活跃程度有很大的影响。水口插入深度过深，结晶器液面不活跃，

容易使钢液面结冷钢，造成结晶器液面波动；水口插入深度过浅，容易使结晶器翻腾、液面波动，造成卷

渣形成夹杂物。因此合适的水口插入深度能有效降低结晶器液面波动。 

通过数据分析，参考其他钢铁企业经验，将水口插入深度标准由 80-150mm 调整为 100-130mm，调整

后，观察结晶器液面无翻腾或结冷钢现象。 

2.3 控制中包液面 

中包液面波动大，中包涨液面速度快，势必影响塞棒动作，造成结晶器液面波动。 

炼钢厂技术人员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发现，中包液面高度低于 600mm，涨中包液面速度＞

50mm/min，结晶器液面波动的几率大大增加。因此，修订《连铸工艺作业标准》，规定：连铸浇钢过程中

包液面高度不得低于 600mm，涨中包液面速度不得大于 50mm/min。 

2.4 改善中包烘烤效果 

中包烘烤质量差，会造成开浇时塞棒头部及浸 

入式水口壁结冷钢，浇注过程中冷钢脱离塞棒头部或水口内部进入钢液，从而引起结晶器液面波动。 

为了改善中包烘烤效果，对中包烤包器烧嘴进行改进，从原来的单层环缝烧嘴改为石钢发明专利多层

环缝烧嘴，煤气氧气混合比更合适，煤气燃烧充分。在煤气压力一定的条件下，烘烤时间从原来的 5.5-6

小时缩短到 4.5-5 小时，平均烘烤温度提高 65℃,平均钢水温降降低 11℃。如表 2 所示。 

表 2 改进前后中包烘烤情况 
Table. 2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of tundish baking 

烧嘴类型 烘烤时间（h） 平均烘烤温度（℃） 平均钢水温降（℃） 

单层环缝烧嘴 5.5-6 1112 59 

多层环缝烧嘴 4.5-5 1177 48 

3  实施效果 

通过采用结晶器自动加保护渣系统、调整水口插入深度、控制中包液面等措施，轴承钢结晶器液 

面波动范围从±5mm 降低到±3mm，液面控制情况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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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结晶器液面波动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mould liquid level fluctuation 

改进后结晶器液面波动范围从±5mm 降低到±3mm 的情况下，统计了 9 个月的液面波动超标甩坯率

从平均 1.34%降低到平均 0.3%以下，如图 4 所示。 

轴承钢液面波动超标甩坯率对比图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1 2 3 4 5 6 7 8 9

甩
坯
率

改进前 改进前平均值 改进后 改进后平均值

 
图 4 轴承钢液面波动超标甩坯率 

Fig. 4 Bearing steel level fluctuation excessive rejection rate  

4  总结 

通过采用结晶器自动加保护渣系统、调整水口插入深度、控制中包液面等措施，结晶器液面波动范围

从±5mm 降低到±3mm，液面波动超标甩坯率从平均 1.34%降低到 0.3%以下，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生产

的产品满足了高端用户的需求，为公司的产品结构调整，向高端市场迈进的战略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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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 GCr15 连铸坯组织及缺陷的超声波检测 
 赵晗  张玉亭 

（石钢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营口 115004） 

 
摘要 本文采用 UT 评估大型轴承钢连铸坯的质量。提出组织衰减、表征缩孔及指示性缺陷的数字表述等三项指标

可作为评判连铸坯质量的判据。 

关键词： UT，连铸坯， 轴承钢，质量  超声探伤 

Ultrasonic Test for macrostructure and defect of  heavy GCr15 

continuously casting blooms 
ZHAO Han,  ZHANG Yu-ting 
（SGJC Equipmen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Co.,Ltd） 

Abstract：The quality rating method of bearing steel billet was proposed for UT examination. It was 

studied for three indications of structure attenuati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iper and defective digital 

representation can be used as the criterions to judge the blooms quality level 

Keywords：UT, continuous casting billet, bearing steel, quality level  

 

随着国内工业的发展，轴承钢需求量日益增加。轴承钢连铸坯（≥Ф600mm）的组织与缺陷对最终产

品质量有相关影响。因此提高轴承钢的质量的研究对于企业的发展，满足市场需求起着重要的作用[1-4]。 

常规的连铸坯的宏观检查虽然能直观地观察到偏析、疏松、缩孔等缺陷，但其单一横截面的检测不易

对整体质量进行准确的评估。相对于装备制造行业而言，对连铸坯进行检查以便较早除去对后面工序无价

值的不合格品，可以改善制造方法和作业方法以及提高效率。 

本文采用检测连铸坯的超声波组织衰减及其孔洞式缺陷，并试图制定一个适用于对生产具有参考意义

的方法。 

1 大型连铸坯检测依据 

1.1 GCr15 低倍组织的特点 

    GCr15 轴承钢是一种典型的高碳特殊钢，其低倍组织有两个显著地特点：（1）凝固组织与宏观碳偏析

关系颇为复杂；（2）由于其高碳、铬所导致的凝固温度区较宽，其低倍组织缩孔出现的概率较大。 

    连铸坯由外至内由柱状晶、树枝晶和等轴晶组成。外层的超声波穿透性好于内部等轴晶。钢锭的结晶

由外至内，激冷层-柱状晶（树枝晶）-等轴晶（自由晶）。柱状晶的超声波的穿透性比等轴晶好。金属的显

微组织的差异对超声波衰减有显著影响。衰减小的具有较细的晶粒而致密，其底波和伤波下降较小。 

1.2 UT 检测的目的 

UT 是用于非破坏性方法把材料中的缺陷作为超声波能量的变化检测出来简洁方法[5-10]。可以直接而客

观地估计：是否存在缺陷及其位置、分布与形状等。这些推断必须加上材料的性质、制造的方法等冶金学

的统计经验和知识，而且有时还需要与其它的方法结合使用。 

连铸坯→UT→分选： 

（1） 标准以上→后工序→UT→选别                        

（2） 标准以下→低倍试验（异常组织偏析或孔洞式缺陷）→合格（或不合格）→补救 

（或判废）。 

1.3 UT 检测难点 

 现场连铸坯的 UT 检测常采用黑皮探伤。不但其探头与钢锭表面的接触状况不稳定是无法定量检测的

原因之一，而且其内部缺陷反射波，波高与缺陷的对应关系不确定，因此其缺陷等级无法准确判定。如侧

面探测大铸坯的缩孔型缺陷时相当于圆柱性缺陷。而气泡或夹杂（渣）等缺陷相当于球状缺陷。圆板形缺

陷与其面积成正比，球状缺陷的反射与其直径成正比，而圆柱形的反射与其直径的平方根成正比。 

  其次，缺陷的倾斜和粗糙度、铸态材料的内部缺陷表面往往不光滑（缩孔表面粗糙尤甚）。其实际缺陷

的反射比之人工缺陷的反射小的多。常导致过小评价缺陷等级的错误。缺陷波的指向性。 对于声波垂直入

射的任一情况下，缺陷的反射特性因其形状、大小而有很大的不同。 

  再次，缺陷的性质。当缺陷与基体的声阻抗之比非常大时，声波将在该缺陷表面几乎完全反射，如钢

材中的裂纹、气泡等反射。然而非金属夹杂物密集区产生的缺陷反射波较之裂纹等小的多。对于呈立体分

布的非金属夹杂物，其反射波高与其面积和密集度有关。 

358



炼钢连铸 

- 359 - 

    此外，小信号叠加反射。一定范围，虽然单个缺陷的尺寸小于规定的判伤界限，但临近诸多小缺陷群

体信号的叠加则使群体缺陷的检测成为可能。如：组织反射。钢的化学成分偏析及组织不均匀可引起超声

波的反射。 

 总之，超声波检测钢锭、连铸坯，其内部缺陷性质，大小难于判定。但可以对其组织的声波衰减，大

的孔洞式缺陷给出孰优孰劣的推论。这也是本文的目的。 

1.4 UT 的质量级别 

1.4.1 考虑试样衰减大的分类 

    缺陷反射波，只用大小进行分类，没有考虑材料的衰减。如果考虑材料的衰减，需要先制定出被检材

料的底波多次反射的标准次数，然后按比其多或少的材料的多次反射次数。来规定反射波高度的分类范围。

被检才材料的底波反射次数比标准次数少的是相对衰减大的材料。在显示屏上就会出现过小的缺陷波。反

之，比标准多的材料，衰减小，反射波就过大。需要注意的是底波反射次数少，也可能是存在大的缺陷。   

  该法是检测件整体进行质量评价。对被检查件进行全面扫查。以 A 型显示图形的缺陷反射波高度为横

轴，以产生这一高度反射波的数目为横轴，进行质量评价[11]。 

表 1  质量级别（简称 D 型级别） 

级别多次反射次数 A B C 

N≥n  F=a b c 

N＜n F=a-x  b-y  c-z 

     表 1 中 n 为标准底面多次反射次数，被认为是无缺陷干扰标准底面多次反射次数。a、b、c、x、y、z

为适当定出的反射波高。 

    由表 1 可知，需先检测被检连铸坯的底面反射次数的标准次数，然后按比它多、或少的底波反射次数，

来确定其反射波高度的分类范围。底波反射次数低于标准次数是衰减大的材料，在显示屏上就会出现过小

的缺陷反射波；反之，比标准多的被测连铸坯，衰减小，缺陷反射波就会过大。需注意的是：连铸坯反射

次数少，多数存在大的缺陷。 

  相对于我公司生产的 GCr15 连铸坯而言，不进行 UT 定量检测其不连续缺陷。其底波反射数与级别(简

称 D 级别)的对应关系定义如表 2。 

表 2 组织级别 

底波数 5（B5≥5%） 4 3 2 1（B1≥5%） 

级别 1 2 3 4 5 

如果考虑缺陷波的影响，则需考虑底波与缺陷波的相对值。其缺陷反射波的高度的分类(简称 Q 级别)。

该法优点是反射波的数值不受探头接触的影响。有时用衰减器以分贝值读出值两个反射波高度比，还可以

防止仪器差引起的影响。见表 3。表 3 适用于判定检测件的组织差别。 

表 3 缺陷波反射波高度的分类(Q 级别) 

级别 范围 

A   F＞B 

B  B≥F＞50%（满屏刻度） 

C  50%≥F＞20% 

D 20%＞F 

a  F/B＞2 

b 2≥F/B＞1 

c 1≥F/B＞0.5 

d 0. 5≥F/B 

 

1.4.2 铸件的体积亏损缺陷定义 

 连铸坯的体积亏损（孔洞式缺陷），均表征为缩孔。简称 S 型缺陷。设定缺陷（缩孔）的分类。见表 4。 

表 4 平行底钢锭探伤—表征缩孔级别（简称 S 级别） 

波形 波高 级别 

无伤波 穿透性好 缩孔小于一级 

有伤波 穿透性好 缩孔 2 级 

有伤波  B1≤50%  缩孔 3 级 

有伤波 B1=0  缩孔 4 级以上 

无伤波  B1≤50%  打磨检测与反射面 复探 

 

.1.4.3 横截面探伤指示性缺陷的数字分类 

    当连铸坯的横截面为冷切面时，当其连铸坯的长度小于 7 米时，可采用 0.5MHz 直探头检测其连铸坯

的横截面。对于 Ф650 连铸坯而言，其截面的中心区域无底波反射。可采用移动探头圆周移动探测，可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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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无底波区域的轮廓。 

 裂纹，缩孔，白点等缺陷，当其缺陷的形状相同时，其探伤的图形也是相同的。为了避免根据探伤图

形定缺陷性质的困惑，本文借用日本的 3 位数字表述分类，简称 H3 分类。见表 5。 

表 5 探伤波形的数字分类 

百位 缺陷反射波位置 

0 无缺陷反射波 

1 中心有缺陷反射波 

2 中心以外有缺陷反射波 

十位 缺陷反射波数目 

0 无缺陷反射波 

1 有一、二个缺陷反射波 

3 有三个以上缺陷反射波 

个位 缺陷反射波高度随探伤位置变化 

0 无缺陷反射波 

1 高度差小 

2 高度差大 

 

2 试验 

2.1 试样 

  GCr15，Ф600mm 连铸坯.径向与纵向探伤。 A 型脉冲探伤仪，型号为 HS511。80dB 以下的连续可调

衰减器误差≤1%,垂直线性误差≤5%；检测频率，1MHz；晶片直径，￠24mm。 

 宏观低倍检测：采用 GB/T226 中的电解腐蚀法。 

2.2 检测结果 

 径向探伤，缺陷波很强，底波消失。估计为大面积缺陷，如裂纹，夹层等。其取了两片试片用于低倍

试验。距字端 110mm 处取第一编号低倍试片，距字端 1090mm 处取第二个片。 

 1#片的 UT 波形与低倍组织对应详见图 1。 

 GCr15CMn 连铸坯（编号不详）径向探伤，发现缺陷波与底波共存。取两片（4#，5#）做低倍。详见

图 1 与图 2。 

 4#试片缺陷波高 80%，底波 25%。中心为缩孔。5#UT 波型图为，缺陷波高 80%，底波高 40%。  

 
图 1 轴承钢连铸坯 4#的 UT 波形（左）与其低倍组织（右） 

 
图 2 5#连铸坯 UT 波形（左）与其低倍组织（右） 

评级： 

    D 型衰减组织 5 级（底波多次反射次数法） 

    Q 型衰减组织：1#  A-a 级;2#A-a（反射波高度的分类） 

 S 型表征缺陷（表征缩孔）：1#，3.5 级，2#，3 级（表征缩孔级别） 

 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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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Ф600mmGCr15 连铸坯的质量级别 

试样号 （中心）缺陷波 底波 D 型衰减  Q 型衰减  S 型缺陷 

4#   80% 25% 5 级 A-a 3.5 

5# 80% 40% 5 级 A-b  3 

3 讨论 

轴承钢连铸坯的最大问题是连铸坯的中心部分的质量，铸坯断面越大，中心的碳偏，缩孔越严重。采

用强冷工艺可以获得发达的柱状晶组织，但由于选分结晶而导致严重的中心碳偏析，加宽了钢液的凝固温

度范围，形成缩松等缺陷。即形成所谓的中心晶间裂纹。而采用弱的冷却速度形成粗大等轴晶和严重的缩

孔。同样导致严重的碳偏析。只有首先获得合理的凝固组织，才能得到较轻的宏观偏析。 

连铸坯的边缘部分（柱状晶区）致密度和均匀性都好于中心部位（等轴晶区），文献报道轴承钢连铸坯

边部致密度达到 0.8～0.85。中心达到 0.5～0.7。即相应的柱状晶区致密度高于等轴晶区。其致密的柱状晶

区的超声波穿透性比等轴晶区的穿透性要好。因此测定中心区域的组织衰减，比较不同工艺制度生产的连

铸坯，或检查不同连铸坯的组织衰减的差别，显然具有质量评价的意义。 

图 1 与图 2 两只试片的低倍组织近乎相同，但其 UT 检测却有差别。二试样的缺陷波几近相同，但其

底波反射却存在差别。超声波的波长与晶粒直径 D 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当其比值小于 70 时，随着λ/D 值

的减小，超声波的衰减急剧增大。显然其底波较低的试片的组织衰减较为严重。 

采用 UT 检测连铸坯所获得的信息对于了解缺陷是相当定性的。UT 结果的本身的等级分类，即探伤结

果的评价基准不一定是缺陷本身的分级；也不是材料可否使用的基准，而是缺陷的有害性的评价基准。 

今后，随着 UT 信息量的增加，以加深对轴承钢连铸坯缺陷性质的认识，应力求 UT 结果的分级与缺

陷的分级由表征与实际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定出有害性的评价标准，进而制定出检测件是否合格的评判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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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钢连铸坯中心纵裂产生的原因及控制措施 

马永红，马坤霞，蒋昭阳，崔家峰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摘  要：本文针对唐钢热轧部 150 厚板坯连铸机低碳钢中心纵裂展开研究，结合设备调查、工艺流程、工艺参数

等方面进行分析.利用数据统计总结规律，确定了影响热轧部中薄板坯低碳钢裂纹的主要原因。结合现场实际，提

出了防止板坯中心纵裂产生的措施。 

关键词：板坯中心裂纹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he Slab Longitudinal Cracks in Tang Steel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Ma Yong-hong, Ma Kun-xia , Jiang Zhao-yang , Cui Jia-feng 
（Hebei iron and steel co., LTD., Tangshan branch） 

Abstract：Tanggang hot rolled department 150,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longitudinal crack on low 

carbon steel center of 150 millimeter thick slab, combined with the equipment investigation, process flow, 

process parameters, etc., were analyzed. Summarize the law by statistic, and the main causes of the crack 

are determine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e, put forward the measures to prevent center longitudinal 

crack of slab. 

Key words：Slab; Longitudinal cracks 

 

热轧带卷表面检测系统的投入使用，使得带卷内部的质量充分展现出来，唐钢热轧部在表面检测系统

投入使用后，由原来的“无裂纹”到 8%以上的板卷都能发现长短不一的裂纹，严重影响着热轧部的产品质

量。2015 年 1700 连铸由于夹渣裂纹缺陷改降判共计 5607 吨，其中裂纹缺陷降判 3047 吨，占 54%。目前

根据有效统计，低碳钢裂纹率可高达 8.2%，相比其他单位无裂纹缺陷，更加彰显热轧部部裂纹缺陷急需解

决。本文主要从生产实际角度出发，利用统计分析，解决现场实际问题。。 

1  唐钢 150 厚中薄板坯连铸机主要技术参数 

唐钢中薄板坯连铸机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1 所示。1#板坯连铸机是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设计制做的第一

台板坯连铸机，该铸机 2005 年开始热试，到目前已然历经 11 年风雨，本台连铸机主要特点为结晶器长度

1.1m，而国内常规板坯连铸机结晶器长度一般为 0.9m。本台连铸机配套使用镭钼涡流式液面自动控制系统

及漏钢预报系统，年漏钢控制在两次以内。 

表 1 唐钢 150 厚中薄板坯连铸机主要技术参数 

Table 1.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for 150mm plate in Tang Steel 

铸机类型 铸机半径 机身长度 铸机高度 中间包溢流 浇注断面 拉速 

直弧形 7 米 222220.1mm 7000mm 50 吨 150*850~1500mm 1.3-1.9m/min 

2  中心纵裂的基本现状及外观形貌 

2015 年低碳钢板卷裂纹率高达 8.2%（对板卷进行抽查，有 1 处裂纹缺陷即为该卷钢有裂纹缺陷，抽查

卷数 A，裂纹卷数 B，则裂纹率为 B/A）。通过对板卷裂纹分析，主要原因为连铸铸坯存在裂纹，轧机轧制

后不能愈合，形成沿材料轧制方向的不连续缺陷，其长度和深度各异，表观为非平直的较细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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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板坯纵裂纹及(b)热轧带卷纵裂纹 

Fig.1 (a)The surface longitudinal cracks on the slab and (b) on the rolling plate. 

 

 
图 2 表面检测系统中裂纹形貌 

Fig.2 The crack morphology in the detecting system 

3  影响带卷裂纹的主要因素： 

 
图 3 影响裂纹各种相关因素的鱼骨图 

Fig.3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the longitudinal cracks 

通过对我厂板卷裂纹的分析，并结合实际生产情况，综合考虑了多种主、客观因素，确定以下影响低

碳钢带卷裂纹的要因： 

3.1  钢水 S 含量的影响 

锰硫比，因热轧部 Mn 含量控制范围窄且稳定，这里直接对 S 含量进行分析, 硫易生成低熔点的 FeS，

分布在晶界处，引起晶间脆性，形成裂纹扩展路径，同时低熔点的 FeS 也使树枝晶间的液膜凝固点降低，

晶粒间液相量增多，使钢的零强度和零塑性温度均降低，钢的第Ⅰ脆性温度区向低温区移动，从而增加了

中间裂纹的出现几率及延伸强度[1]。 

1) 钢水 S 含量的分布情况及不同 S 含量对应裂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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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 含量的分布情况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S 

 
表 2 不同 S 含量对应的裂纹率情况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S content on the cracks 

S 含量% 检查卷数 裂纹卷数 裂纹率 

≤0.005 37 0 0.0% 

0.006 38 1 2.6% 

0.007 54 1 1.9% 

0.008 53 4 7.5% 

0.009 59 2 3.4% 

0.01 51 2 3.9% 

0.011 110 3 2.7% 

0.012 82 8 9.8% 

0.013 48 3 6.3% 

0.014 30 5 16.7% 

0.015 17 3 17.6% 

 

 
图 5 不同 S 含量对应裂纹情况的线性拟合度 

Fig. 5 The linear fitting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S content and the cracks 

 
从图中可见，S 含量的升高与裂纹率的升高存在一定线性相关，线性相关度为 0.81（1 为完全线性相关），

下图直观展示了实际 S 含量与裂纹率的关系： 

 

 
图 6 不同 S 含量对应的裂纹率 

Fig. 6 The 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 content and the cracks 

 

S 含量升高，对产品质量是有害的，当成品 S 含量达到 0.012%以上时，裂纹率明显增高，而热轧部实

际 S 含量控制大于 0.012%的炉次占 23.3%，即我部有 23.3%的产品存在高裂纹率风险。通过理论与现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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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测算目前将 S 含量控制标准修订为＜0.012%。 

3.2 保护渣的影响 

碱度是保护渣一项比较重要的指标，保护渣碱度是反映保护渣吸收钢水中夹杂物能力的重要指标。碱

度大，保护渣捕获钢水中上浮夹杂物的能力强，同时碱度过大则保护渣的析晶温度会变高，对保护渣的传

热及润滑不利。在保护渣碱度小于 2 时，随着碱度的增大，保护渣的黏度、融化温度及粘性活化能均逐渐

减小，碱度一般都选择在 0.8-1.3 之间[2]； 

热轧部目前共使用两种保护渣，保护渣 A 及保护渣 B。2016 年 1-2 月 A 保护渣热流密度较 B 低

50-100kw/m2，其裂纹率在对比分析时较 B 保护渣低 3%（A 保护渣裂纹率 5.5%，B 保护渣裂纹率 8.59%）。

通过对保护渣碱度及析晶温度的调整，调整后两种保护渣裂纹率均在 4%一下，调整后控制裂纹效果明显。 

3.3 优化扇形段使用，减少喷嘴堵塞、漏水等情况的改善 

铸坯在铸机内凝固冷却过程中产生裂纹的原因是，在固液界面所承受的应力如矫直应力、弯曲应力、

热应力、鼓肚应力和由此产生的塑性变形超过了所允许的钢的高温强度和极限应变值，从而形成树枝晶间

裂纹[3]。扇形段为铸机二冷设备，在浇注过程中主要问题集中在喷嘴堵塞，扇形段死辊导致积渣，划伤铸

坯等情况，恶化了二冷效果，对铸坯表面和内部质量产生较大影响。 

扇形段积渣多集中在零号扇形段前三排辊和结晶器足辊，积渣主要是由于辊子不转和辊面表面粘渣，

扇形段辊子不转的原因主要为辊子受热导致甘油润滑效果变差。为解决此类问题，采取的措施如下： 

1）优化零号扇形段使用寿命，目前控制为 10~15 天进行更换检修。 

2）开浇过程中，提快结晶器足辊以及零号扇形段上半部分的给水时间。 

3）优化结晶器足辊和零号扇形段前三排辊面，由表面光滑型改为带沟槽型，更有利于减少辊面积渣。

目前使用情况良好，很好的缓解了辊面积渣情况。 

 

 
图 7(a)结晶器足辊表面积渣图及(b)带沟槽的辊面 

Fig. 7 (a) Slag accumulated on the rolls on the foot roller and (b) the rolls with grooves 

 

喷嘴堵塞主要是由于二冷水质差，导致夹杂物较多（目前已提高二冷水质），同时二冷水管道和二冷气

锈蚀严重，导致铁锈堵塞喷嘴。为解决此类问题，对二冷管道进行更换，由碳钢管道更改为不爱锈蚀的不

锈钢管路，同时加强喷嘴检查与更换力度，减少喷嘴堵塞。 

3.4  结晶器的维护 

全镀层结晶器使用过程中，渣线部位（弯月面处）经常发生镀层脱落情况，导致粘结漏钢事故，因此

目前我厂使用的铜板采用上口裸镀，即铜板上沿往下 200~250mm 处使用裸铜，很好的解决了镀层脱落情况。

但裸铜由于硬度差，传热速度快，弯月面处温差较大，导致铜板裂纹。有裂纹的铜板在浇注过程中会影响

弯月面处初生坯壳的生长，导致铸坯出现裂纹。同时，各别结晶器内部氧化铁皮严重，导致水槽堵塞，影

响铜板传热，也会导致铸坯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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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a)结晶器内堵塞的氧化铁皮图(b)铜板裂纹 

Fig.8 (a) The scale blocking on in the mold and (b) the cracks on the copper plate 

 

针对以上情况，加强结晶器检查力度，合理使用结晶器，控制结晶器使用寿命，下线后结晶器进行解

体冲洗，防止氧化铁皮等夹杂物生成。 

3.5  拉速的影响 

浇注过程中，拉速波动会影响结晶器内钢水流场，从而影响铸坯表面质量。浇注过程中采用恒拉速控

制，减少拉速波动，恒拉速率由以前的 83%提高到目前 95%，从根本上取消了拉速频繁大幅波动的状态如

下图： 

 
图 9  拉速、液位与塞棒位置情况（图中蓝色为拉速绿色为塞棒位置红色为结晶器液位） 

Fig.9 The variation of casting speed, liquid position and the stopper postion 

4  结  论 

1） 中心纵裂是在凝固过程中产生的，与钢中 S 元素含量密切相关，降低 S 元素含量，带卷中心纵裂

率明显降低； 

2） 良好的铸机状态对减轻裂纹尤为重要； 

3） 恒拉速制度可以减少中间裂纹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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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mm 低合金钢板探伤不合格原因探讨及

改进措施 

付冬阳，李双江 

（河钢集团 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针对舞钢生产的探伤不合钢板进行低倍检验、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分析。确定导致探伤不合的原因是

钢板厚度 1/4 位置有大量夹杂物。通过分析炼钢工艺，研究了其产生的原因，并制定相关工艺措施，最终解决此类

问题。 

关键词：夹杂物；软吹工艺；出钢预脱氧 

Discussion on Cause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Disqualified 20～
40mm Low Alloy Steel Plate in Ultrasonic Flaw Detection  

FU Dong-yang, LI Shuang-jiang 
（HBIS Wuyang Iron and Steel Co.,Ltd. Wugang 462500, Henan,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test the steel plates with ultrasonic flaw detection in WuGang, We used the 

macroscopic examination, optical microscope and SEM analysis. Determine the cause of ultrasonic non 

destructive is 1/4 position has large inclusions is steel plate thickn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teel- 

making proces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were studied and the relevant technical measures were 

formulated, finally to solve such problems. 

Key words：inclusion; soft blowing process; pre-deoxidation 

 

舞阳钢铁公司是国内首家宽厚板生产企业，产品结构涵盖碳素结构钢、低合金钢、船板钢、锅炉钢、

压力容器钢、桥梁钢等。一直以来以其钢板内部质量高、钢板各项性能好而享誉国内外钢铁市场。2016 年

下半年来，其所生产的厚度 20～40mm 的低合金钢种出现探伤不合。为查清此类问题产生的原因，公司技

术人员对钢板缺陷部位取样，通过低倍检验、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分析，找出问题根本所在，并制订相

关工艺，使此类问题得到解决。 

1  钢板存在问题 

以 16412346N2 炉为例，钢种为 Q345D，板厚 24mm，探伤不合钢板批号为 B700321，钢板交货状态

为控轧交货。探伤标准为 NB/T47013.3-2015，要求合 II 级，该批次钢板不合格，分层废。 

2  钢板分析取样结果 

2.1  宏观分析 

对 B700321 批次探伤不合部位取样，用热酸进行侵蚀，具体形貌如图 1 所示。 

 
a 钢板纵向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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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钢板横向样 

图 1 钢板酸煮侵蚀照片 

Fig.1 Steel acid erosion photos 

纵向样为沿轧制方向，横向样为垂直于轧制方向。从图 1 中可以看出，钢板中存在很多微裂纹，并且

纵横向都有，以厚度 1/4 位置尤为明显，说明在钢板整个厚度 1/4 位置都存在有裂纹。 

2.2  微观分析 

在探伤不合部位取全厚度试样，经过抛光后制成金相样，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Q345D 金相图片 

Fig.2 Q345D metallographic images 

钢板在板厚 1/4 位置，沿轧制方向存在大量线状夹杂，与酸煮试样的缺陷位置存在对应关系，试样中

存在最大尺寸达 3.5mm 的夹杂。 

2.3  能谱分析 

对夹杂物用电镜作能谱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图 3 夹杂物能谱结果 

Fig.3 Inclusion spectroscop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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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夹杂物中含有较多的氧、铝、钙元素，并且还有少量的镁元素 

3  原因分析 

3.1  夹杂物类别分析 

由图 2 中夹杂物的形貌可以看出，大多没有变形，带角，夹杂沿轧制方向排成一行。并且由图 3 能谱

结果中得知，主要组分为 SiO2、Al2O3、CaO、MgO，应该为铝酸钙复合夹杂物，来源为氧化铝与渣中氧化

钙生成的复合化合物。 

3.2  夹杂物来源分析 

铝酸钙复合夹杂物来源为氧化铝与渣中氧化钙生成的复合化合物，真空过程搅拌时钢渣卷入钢液，与

钢液中的氧化铝结合所致。卷渣现象是由于吹氩搅拌强度过大，使上浮到渣金界面没有被覆盖渣吸收的夹

杂物重新卷入钢液，甚至将钢液表面的覆盖渣卷入钢液内部，造成钢液新的污染。 

VD 过程是钢水在氩气的搅拌下与炉渣混合，达到脱硫、脱气的目的，时间长达 15min。长时间的钢、

渣混在一起，如果没有一定的弱吹氩搅拌，很难作到钢渣分离，会导致部分炉渣滞留在钢液中，在凝固过

程形成夹杂。并且由于 VD 过程铝损比较严重，需要 VD 结束后向钢中补喂一定量的铝线来保证钢液中铝

元素达到标准要求。补铝过程由于氩气搅拌，会产生二次氧化，生成 Al2O3，同时氩气搅拌导致炉渣继续卷

入钢液中，生成铝酸钙夹杂。 

4  措  施 

4.1  降低钢中 Al2O3含量，减少夹杂物的来源 

原来的精炼工艺为出钢过程加入硅锰进行预脱氧合金化，精炼变渣后一次性喂入铝线。改进后的精炼

工艺：出钢过程加入铝进行预脱氧，并同时加入石灰，钢包到达精炼位时直接再喂入铝线，使钢液中较早

的生成 Al2O3。这样一来 Al2O3 有更充分的时间上浮，达到降低钢液中 Al2O3的目的。 

并且由于先用铝进行脱氧，精炼过程加入硅锰合金时会生成极少量的 SiO2，降低了炉渣中的 SiO2含量，

使得真空过程铝回收率提高。作到 VD 毕不用再次补铝或者补少量的铝线，减少 VD 毕因补铝导致再次生

成的 Al2O3夹杂。 

4.2  VD 毕补铝后进行足够时间的弱吹氩，达到钢渣分离，进一步去除钢液中的氧化铝夹杂 

在 VD 毕减小氩气流量，使钢液和炉渣分离，减少炉渣卷入。试验证明，氩气流量≤30L/min，压力

≤0.15MPa，使得渣面微微波动，不会造成卷渣。而弱吹氩时间达到 8min 以上时，能够使钢液中的氧化铝

夹杂进一步的去除。 

5  实施效果 

上述两条工艺实施以后，钢板没有发现类似的夹杂，钢板探伤合格率大幅提高。 

6  小  结 

1)通过对探伤不合钢板取样分析，明确了导致探伤不合的原因是由于钢板中存在铝酸钙类夹杂。而此

类夹杂的产生原因是由炉渣卷入钢液中和钢中氧化铝结合而成。 

2）针对上述原因，制定了新的精炼工艺。将铝脱氧提前达到降低钢液中氧化铝夹杂的目的。并且通过

真空后进行 8min 以上的软吹（氩气流量≤30L/min，压力≤0.15MPa）达到去除钢中氧化铝夹杂，并且作到

钢渣分离，减少了铝酸钙类夹杂的产生，提高了钢板探伤合格率。 

 

参考文献 
 
[1] 曾光廷，李静缓，罗学厚. 非金属夹杂物与钢的韧性研究[J]. 材料科学与工程，2000，18(2)：87-90. 

(Zeng Guang-ting，Li Yuan-jing，Luo Xue-hou. Study on the non-metallic inclusion and toughness of steels[J].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2000，18(2)：87-90.) 

[2] 李代钟. 钢中的非金属夹杂[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28-31.  

(Li Dai-zhong. Non-metallic inclusions in steel[M]. Beijing：Science Press，1983：28-31.) 

[3] 李晶. LF 精炼技术[M].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  

(Li Jing. LF refining technology[M]. Beijing：Metallurgical Industry Press，2009.) 

369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高守恒（1984-)，男，河南省舞钢市人，舞钢第二炼钢厂机械点检员，研究方向：连铸装备技术研究。 

- 370 - 

关于新型甘油润滑脂在连铸机的应用 
高守恒 

（河钢集团 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本文结合舞钢 2500mm 板坯连铸机甘油集中润滑系统润滑脂的选用，着重讨论了连铸机用脂的选用上应

注意的方面。新型甘油润滑脂投用的效果分析及甘油承包的双赢理念。 

关键词：连铸机；原因；润滑脂；双赢 

About the new glycerin grease in the application of casting machine 
GAO Shou-heng 

(Hebei group Wugang company the second steel plant) 

Abstract：This paper WuGgang2500 mm slab continuous caster glycerin selection of centralized grease 

lubrication system,emphatically discusses the selection of 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 with fat aspec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The effect of new glycerin grease putting-in-service proactively analysis and 

glycerin contracting a win-win concept  

Key words：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 conticaster; causes; grease; win-win 

 

舞阳钢铁公司是我国宽厚钢板生产科研基地，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重大技术装备和国防

军工项目。舞钢公司第二炼钢厂有两台直弧型板坯连铸机, 设计年产量 260 万吨,可浇铸断面为 200、300、

330 mm×(1300～2500)mm， 连铸板坯冷却方式是水冷加气水雾化冷却。连铸机辊子转动是否灵活直接关系

着坯子的表面质量，辊子的转动情况取决于辊子轴承的运行情况。如何保证轴承良好运行显得至关重要。 

1  轴承失效的原因 

轴承失效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包括污染、润滑不当、安装错误、操作错误、过载等几大方面。其中润

滑不当和密封不当占轴承故障的大部分原因。连铸机轴承故障的主要原先就是润滑不当。 

2  连铸机对润滑脂性能的要求[1]
 

从连铸机的工作条件看，润滑脂主要用于高温、重负荷、强水淋、低转速的滚动轴承的润滑。相应的

对润滑脂的要求比较高，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2.1 要求有高的滴点 

由于连铸机在工作中其润滑部位处于 1000℃左右高温连铸坯的热辐射之下。所以，选用的润滑脂应具

有较高的滴点，使之在高温下不会融化流失。 

2.2 要有优良的氧化安定性 

高温能加剧脂的氧化面产生酸性腐蚀物，使轴承磨损增大；另外还会使滴点下降，分油增大，所以要

选用氧化安定性好的润滑脂。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1500 hr 80 hr 120 hr 80hr 420  hr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0.2g 5g 1.5g 3g 0.8g 

2.3 蒸发损失要小 

高温会促使润滑脂基础油的蒸发，使脂中皂波度增大，导致润滑脂粘度的改变，内摩擦增大，缩短脂

的使用寿命。尤其在系统长时间停用冷却后，下次启动会导致末端高温区管路堵塞。 

2.4 要有优良的抗水性 

连铸机工作时铸机辊子一直处于大量冷却水喷淋之下，润滑部位易混入水份，造成与脂混合剪切后软

化流出和发生其它变化而使润滑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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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具备优良的极压抗磨性 

大包回转台大轴承、扇形段辊道轴承等受很高的负荷，润滑脂极压抗磨性的优劣，直接影响轴承的使

用寿命。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288℃ 183℃ 280℃ 250℃ 230℃ 

 2.6 要有良好的管道压送性能 

连铸机集中给脂装置供脂管线很长、走向复杂，要求脂要有较小的压力损失和对集中润滑系统的适应

性。 

3  新型甘油润滑脂与传统润滑脂的性能比较 

2017 年 3 月份，舞钢钢铁公司采用艾志环保管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型冶金专用复合磺酸钙基脂。

我们以此润滑脂与传统润滑脂作下比较： 

3.1 耐高温性能参数比较 

滴点（ASTM D 566） 

高温下润滑脂在滚动轴承中寿命（ASTM D 3336） 

高温轴承润滑脂漏失量（ASTM D1263） 

3.2 防水性能参数比较 

加水 50%剪切锥入度变化（工作穿透性，ASTM D 217）  

单位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60x 279 失效- 失效- 失效- 失效- 

10,000 +8 失效- 失效- 失效- 失效- 

100,000 +4 失效- 失效- 失效- 失效- 

水淋冲失量（ASTM D 1264） 

温度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37 ℃ 0 3% 1.5% 1.5% <1% 

79 ℃ 0 8% 5% 5% 2% 

盐雾实验（h，ASTM B117）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1000 50 50 50 50 

3.3 极压抗磨性参数比较 

抗磨性（四球磨斑直径，ASTM D 2266）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0.38 0.97 0.45 0.95 0.45 

极压性（焊点，四球法，ASTM D 2596 ）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极压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620 250/315 500 315 500 

3.4 稳定性参数比较 

（工作穿透性） ASTM D 217 

单位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60x 280 275 298 280 280 

10,000X +2 +20 +10 +15 +20 

100,000X +3 ---- +30 +60 +30 

滚动稳定(变化量) ASTM D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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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百分比 4% 5% 5% 5% 5% 

油脂分层(损失量)    ASTM D1742 

磺酸钙基脂 锂基脂 钼基脂 铝基脂 脲基脂 

0.03% 8% 1.1% 4% 0.4% 

4   投用新型润滑脂的实际效果 

4.1  投用前甘油消耗量和轴承故障 

2014 年之前用的是极压复合锂基润滑脂 1#脂，每月消耗约 17 吨润滑脂，吨钢成本约 2.3/吨。甘油泵

长时间供油，没有间隔时间。连铸机铜管经常出现碳化堵塞现象，造成辊子轴承抱死不转，影响坯子表面

质量。严重时，易能造成漏钢的大事故。 

4.2   投用新型润滑脂后的效果 

2014 年 4 月份开始投用新型磺酸钙基脂，舞钢公司二炼钢厂连铸车间改用天津长城协同油脂有限公司

的油脂（MCC-E 润滑脂 1 号）。经过半年的试验和调整，在保证铸机润滑的前途下，甘油泵的润滑时间：

1#甘油泵供油 0 段、结晶器，由无间隔时间增加到 30 分钟间隔时间；2#甘油泵供油 1-7 扇形段，由无间隔

时间增加到 60 分钟间隔时间；3#甘油泵供油 8-16 扇形段，由无间隔时间增加到 70 分钟间隔时间。甘油消

耗量由 17 吨降至 7 吨，吨钢成本约 1.71/吨。 

2017 年 3 月份开始投用艾志环保管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冶金专用复合磺酸钙基脂。经过 3 个月的使

用，在保证铸机润滑的前途下，甘油泵的润滑时间：1#甘油泵供油 0 段、结晶器，无变化；2#甘油泵供油

1-7 扇形段，由 60 分钟间隔时间增加到 110 分钟间隔时间；3#甘油泵供油 8-16 扇形段，由 70 分钟间隔时

间增加到 130 分钟间隔时间。吨钢成本约 1.45/吨。 

经过 2 年半的使用，连铸机未出现轴承抱死和铜管堵塞的故障，检修强度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由 2.3/

吨降至 1.45/吨。 

5   结束语 

经过 2 年多的铸机润滑脂的实验使用，甘油吨钢承包能实现承包商和生产方的双赢。承包商具备专业

的科研能力，他们根据现场铸机生产的实际环境和条件，可以积极研究更加有效润滑的润滑脂，积极降低

生产成本，保证铸机设备的稳定性。能够有效的实现生产方和承包方同时节能降耗的双赢。值得我们积极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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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器在线液压马达调宽调锥在连铸机上的应用 
韩乐，高守恒，刘闯 

（河钢集团 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宽厚板连铸机结晶器调宽调锥使用进口的伺服电机，价格较为昂贵，而且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工作环

境恶劣，并且故障频发，严重影响炼钢、连铸的正常生产秩序，制约连铸机的生产效率。经过技术论证和离线实际

测试，液压马达完全可以替代进口的伺服电机，而且大大降低了备件费用和生产成本,为生产顺行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关键词：结晶器；调宽；调锥；液压马达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ystal on-line hydraulic motor for the 

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 
Han Le,Gao Shouheng,Liu Chang 

(Hebei group Wugang company the second steel plant Wugang Henan 462500) 
Abstract: servo motor heavy crystallization board casting machine is adjustable width and taper used 

imported, the price is more expensive, but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humidity environment, poor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frequent accident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normal order of production of 

steelmaking, continuous casting, 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 control rate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 

hydraulic motor can replace the imported servo motor, and the cost of spare parts and production cost are 

greatly reduced by the technical demonstration and off-line test. 

Key Word: crystallizer; mould width; adjusting cone; hydraulic motor 

 

舞钢公司第二炼钢厂2#、3#连铸机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宽厚板连铸生产线之一。宽厚板连铸机的核心

部分是结晶器, 舞钢公司第二炼钢厂2#、3#连铸生产线使用的是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自行设计板式结晶器, 

结晶器的宽度、锥度可以在线连续调节( RAM) 。宽厚板坯浇注中有一个重要的工艺参数热流密度, 是根据

结晶器窄面铜板冷却水进口、出口水温差计算出来的, 对于坯壳凝固、应力产生和安全拉钢有重要的作用。

在浇注过程中根据热通量的数值和变化趋势来判断调整锥度是否合适。第二炼钢厂2#、3#连铸机在线调整

结晶器宽度来改变板坯宽度, 避免了传统的更换结晶器、提高了设备利用率、金属收得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1  结晶器结构及原理 

宽厚板坯连铸机结晶器由宽、窄面各 2 块铜板组成。宽面铜板分为活动侧和固定侧铜板, 共同支撑板

坯的厚度方向, 同时对窄面铜板提供足够的压力, 防止钢水流出,其中宽面的固定侧有 4 个液压缸控制宽

面的打开和关闭。窄面的左右 2 块铜板支撑板坯的宽度方向, 窄面铜板固定在背板框架上，变频器控制的

伺服电动机固定在结晶器两侧的减速机构上，经减速箱、蜗轮蜗杆机构、芯轴和伺服伺服电机自带轴向锁

紧抱闸 

和用于转速与位置检测的解析器，窄面调整用来改变结晶器宽度和锥度, 可在线连续调整（如图 1）。

 
图 1 结晶器窄边调整装置 

Fig.1 The crystallizer narrow side adjustment device 

2  存在的问题 

伺服电机对于普通的同步电机具有扭矩恒定，调速方便，控制精度高等优点。但现场伺服电机所处的

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工作环境恶劣，电机接线插头腐蚀严重、电机内部进水、电气信号干扰，误判、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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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伺服电机全部为进口件，价格及后期的维修费用昂贵等，使电机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并且故障频发，

严重影响炼钢、连铸正常生产秩序，制约连铸机的生产效率。 

3  解决方案 

(1) 通过对电机及减速机参数的核实比对，探寻在结晶器控制上用液压马达控制调宽调锥的可行性。

结晶器调宽调锥逐步由伺服电机控制改为液压马达控制，液压马达相对于伺服电机具有对使用环境要求低，

转速高且扭矩大，控制简单，价格低等优点。同时也具有控制精度差，易出现爬行、振动、噪声等情况。 

(2) 通过与大连液压件厂的合作，初步确定了液压系统的方案（图 2、3）。以南侧调宽调锥动作为例（单

侧同）（表 1）： 

 
图 2 结晶器调宽调锥示意图 

Fig.2 The explanatory views of the crystallizer set the wide cone 

 
图 3 结晶器液压马达调宽调锥设计方案 

Fig.3 Hydraulic motor to adjust the wide taper design scheme 

表 1 结晶器调宽调锥南侧电气操作原理图 
Tabl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lectric operation of the width adjustment cone of the crystallizer 

电磁阀    功能 
YV

1 
YV2 YV3 YV4 YV5 YV6 YV7 YV8 

结晶

器调

宽 

断面增大 - - - + - - + + 

断面减小 - - + - - - + + 

结晶

器调

锥 

锥度增大 - - - - + - - + 

锥度减小 - - - - - + - + 

所采用的备品备件： 

液压马达 BM1-5，宁波邦力，4个，排量：50ml/r，最高转速：720rpm 扭矩：95Nm，工作压力：14MPa。 

带内置放大板比例换向阀 4WRAE6E15-2X/G24K31V   Rexroth4个。 

齿轮式同步分流马达 FDRA02 3.7 WVR 海华歌，4个； 

现场配套的 PLC柜，自制，1件。 

但经过粗略计算，此套设备的采购、使用费最低 50 万元（单台设备，不含前期的设计费用）。两条铸

线全部改造完成后的总费用可能达到 150 万元。由于大连液压件厂的方案价格超出车间预算，对此我们在

借鉴原设计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改进。提出设备简化，精度保证，动作可靠，成本下降的十六字方针。最终

采取的方案如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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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结晶器液压马达调宽调锥原理图 

Fig.4 The principle diagram of the hydraulic motor for the crystallizer is wide 

工作原理： 

   注：表中“＋”表示通电，“－”表示断电 

在结晶器断面增大时，YV1、YV2、YV3、YV5、YV6不带电，YV4、YV7、YV8带电，油液通过换向

阀→液压锁→调速阀→同步马达→1#、3#马达同步动作，回油由马达→液控单向阀（YV7带电打开）→调

速阀→液压锁→换向阀回油箱，形成一个闭环，由于11#、13#换向阀处于中位，液压锁的存在形成断路。 

在结晶器断面减小时，YV1、YV2、YV4、YV5、YV6不带电，YV3、YV7、YV8带电，油液通过换向

阀→液压锁→调速阀→同步马达→1#、3#马达同步动作，回油由马达→液控单向阀（YV7带电打开）→调

速阀→液压锁→换向阀回油箱，形成一个闭环，由于11#、13#换向阀处于中位，由于液压锁的存在形成断

路。 

在结晶器锥度增大时，YV1、YV2、YV3、YV4、YV6、YV7不带电，YV5、YV8带电，油液通过换向

阀→液压锁→调速阀→3#马达动作，回油由3#马达→调速阀→液压锁→换向阀回油箱，形成一个闭环（11#、

12#换向阀处于中位，YV7失电，液控单向阀6、7锁死）。 

在结晶器锥度减小时，YV1、YV2、YV3、YV4、YV5、YV7不带电，YV6、YV8带电，油液通过换向

阀→液压锁→调速阀→3#马达动作，回油由3#马达→调速阀→液压锁→换向阀回油箱，形成一个闭环（11#、

12#换向阀处于中位，YV7失电，液控单向阀6、7锁死）。 

在结晶器调锥时，实际上也可以动作1#马达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样会使调完的宽度增大或者缩小，

而从新调整宽度，从而带来不便。 

4  系统选型及参数 

所采用的备品备件： 

液压马达 BM1-50，宁波邦力，4 个，排量：50ml/r，最高转速：720rpm，扭矩：95Nm，工作压力：14MPa 

电磁换 4WE10J33/CG24N9K4  Rexroth  3 个；叠加式双液控单向阀  FZ2S10-3-34/V    Rexroth3 个；节

流阀   Z2FS10-20B/V          Rexroth  3 个    

同步马达 JXG-022G-B180-N ，1 个。 

 
图 5 联轴器设计图 

Fig.5 The coupling design diagram 

在液压系统方案确定的同时，也对结晶器伺服电机的安装基础进行改造，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做尽可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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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改造，根据减速机轴孔和液压马达轴及法兰孔重新设计连轴器及法兰见图 5 和图 6 

 
图 6 法兰设计图 

Fig.6 The flange drawing 

 

测试结果： 

经过测试发现在压力在 4MPa 时，液压马达的动作精度与伺服电机相差无几，完全可以做到替代伺服

电机在线使用。 

5  系统马达选型注意事项及故障处理 

(1) 液压马达由静止到开始转动的启动状态的输出转矩要比运转中的转矩小，这给液压马达带载启动

造成了困难，所以启动性能对液压马达是很重要的。 

(2) 启动转矩降低的原因是在静止状态下的摩擦系数最大，在摩擦表面出现相对滑动后摩擦系数明显

减小，这是机械摩擦的一般性质。对液压马达来说，更为主要的是静止状态润滑油膜被挤掉，基本上变成

了干摩擦。且马达开始运动，随着润滑油膜的建立，摩擦阻力立即下降，并随滑动速度增大和油膜变厚而

减少。 

(3) 在工程实际中，液压马达的转速和液压泵的转速一样，其计量单位多用 r／min(转／分)表示。当液

压马达工作转速过低时，往往保持不了均匀的速度，进入时动时停的不稳定状态，这就是所谓爬行现象。

若要求高速液压马达低速大转矩工作，所以在选型上选测低速大转矩液压马达，这样能满足低速稳定性及

调锥的准确性，所以在选型时选择了邦力液压 BM1 型的马达。 

(4) 由于液压马达没有力的反馈，所以在设计的过程中，必须对液压压力（压力继电器 8、9）进行监

控，并参与到系统的控制中区，以保护设备的安全性。 

(5) 在实际的使用调试过程中，为了使上下两个马达(同侧两个，如 1#与 3#马达)的负载均衡，尽量使

结晶器窄边的锥度在±2°以内。 

(6) 由于设备陈旧， 直接将液压马达安装在减速机上，由于减速机孔和马达轴的同心度很难保证，所

以在安装上需要一个弹性联轴器作为过渡调整连接。 

压力

（MPa) 
动作情况（调宽） 动作情况（调锥） 

3 不动作 不动作 

4 
速度缓慢 0.05M/min 距离 150mm

时动作过程中锥度变化>3° 

可以保证现场使用，锥度

调整精度与伺服电机相似 

5 
速度较快 0.15M/min。距离 150mm

时动作过程中锥度变化>5° 

调锥精度难以控制 

 

6  总  结 

1) 马达转速较低时，保证窄边调宽速度缓慢至 10mm/min，锥度调整精度与伺服电机基本相当，可以

满足现场的需要。 

2) 通过液压马达可以完全替代伺服电机，并且国产化，大大降低了设备的备件费用和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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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坯横裂纹的浅析 
刘小军，李惠蝶 

（河钢集团 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铸坯表面横向裂纹是连铸坯较常见的缺陷，其对铸坯的生产和质量危害很大。主要分析了河北钢铁集团

舞阳钢铁公司连铸板坯表面横裂纹产生的原因，同时针对各种原因，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以减少表面横裂纹的发

生。 
关键词：连铸坯；表面横裂纹；预防措施 

Analysis of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Surface Transverse Crack 
LIU Xiao-jun, LI Hui-die 

(Wuyang Iron and Steel of Hebei Iron & Steel Co.Ltd) 

Abstract：As a bit commen defect, transverse crack on slab surface is very harmful to slab product ion 

and quality. This article emphatically analyzes the reasons leading to trans-verse crack on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surface in Wuyang Iron and Steel Co. Ltd,and makes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to 

reduce transverse crack based on all kinds of reasons. 

Key words：continuous casting slab;surface transverse crack; preventive measures 

 

随着钢铁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生产无缺陷铸坯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舞

阳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生产的铸坯偶尔出现边部横裂纹，清理量比较大，甚至造成轧后边部横裂纹，裂纹

宽外或裂纹全废，严重影响成本及合同交货期。因此，分析其产生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十分必要。本文就

我厂（厚度 200mm~330mm，宽度 1300mm~2500mm）生产中出现的表面横裂纹问题，从多角度分析研究

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减少边部横裂纹的措施，为板坯连铸提供参考。 

1  横裂纹的形成机理 

横向裂纹多出现在板坯的内弧侧振痕波谷处，深度大多在 1mm~7mm，裂纹长度通常在 5mm~100mm，

由铸坯表面向内部通常沿钢的晶界展开，裂纹类型分不跨角裂纹与跨角裂纹，见图 1。 

 
图 1 横向裂纹 

Fig.1 Transverse crack 
 

根据铁碳合金状态图可知，高温钢液凝固到 1495℃时，会发生 δ（铁素体）+ L（液相）→γ（奥氏体）

的包晶反应，三个包晶点的含碳分别为 0.09%，0.17%，0.53%。发生包晶反应时，形成中心为 δ 相周围为

γ 相的固熔体，在继续凝固过程中 δ 相向 γ 相转变，体积发生收缩。由于伴随包晶反应出现较大的体积变化

和线收缩，凝固收缩和钢水静压力的不均衡作用使薄的坯壳表面粗糙，折皱，严重时形成凹陷，凹陷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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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冷却比其他部位慢，组织粗化，在热应力和钢水静压力的作用下，凹陷处应力集中产生微裂纹。若有

过大附加的外界机械应力作用在坯壳上，会加剧微裂纹的扩大。在连铸机的矫直区，如铸坯表面温度或角

部温度位于第Ⅲ脆性温度区（700~950℃）内，由于钢的延塑性降低，在矫直时，铸坯内弧侧振痕波谷处受

拉应力、鼓肚力等作用，超过了坯壳的强度就形成横裂纹。 

2  原因分析 

2.1 断裂铸坯凝固组织检验 

从断裂连铸坯上截取整个横截面铸坯试样进行低倍热酸蚀检验，结果如图 2、图 3 所示。铸坯内部存

在中心疏松 1 级、中心偏析 1 级、中间裂纹 1.5 级、三角区裂纹 0.5 级。低倍检验结果表明，铸坯的中

间裂纹、三角区裂纹非常严重。 

 
图 2 断裂铸坯金相组织 

Fig.2 Microstructure of cracking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图 3 断裂铸坯低倍组织 

Fig.3 Macrostructure of cracking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结晶器振动和二冷水水量，喷嘴喷水情况等。横裂纹的产生与振痕形貌有关，振

痕愈深、曲率半径愈小愈容易产生横裂纹。二冷水量不同会造成铸坯表面温度不同，喷嘴堵塞会造成铸坯

表面温度波动，使钢坯表面温度在第Ⅲ脆性温度区（700~950℃）内，使得钢的延塑性降低。在矫直时，铸

坯内弧侧振痕波谷处受拉应力、鼓肚力等作用，超过了坯壳的强度就形成横裂纹。 

2.2 钢水成分 

我厂钢水氮含量在 50~80ppm 之间，氮含量高会和铝、铌等合金元素生成 AlN、NbN、Nb(C，N)，在

凝固时沿晶界析出，降低奥氏体晶粒的热延性。 

根据钢的连铸凝固理论分析：连铸坯在连铸机内运动 ,其凝固过程实质上是钢水的潜热沿液相穴的固-

液界面释放和传递的过程。连铸坯在一边运动 ,一边凝固状态下 ,即零强度温度区和零塑性温度区，此温度

区为裂纹敏感区 ,在该区域附近的糊状区 ,晶体的强度和塑性也都非常小。由于凝固时的不均性、裂纹源的

敏感性，其显微组织中的薄膜 α 相（AlN、NbN、Nb(C，N)）沿 γ 晶界生成，且沿着该膜状 α 晶界产生塑

性断裂，断裂形态为穿晶塑性断裂，而裂纹区沿着晶界横向分布，所以裂纹为横向分布。 

3  改善措施 

1)为了在精炼中减少钢中的硫、氧、氮含量，可在钢水中加入 0.02~0.03%的钛。Ti 的加入，能明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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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钢的热塑性。 

当 Ti 加入钢中时，由于它与 N 原子的亲和力比 Al 和 Nb 的大，因此在高温下，当温度低于α相的析

出温度时，很多 α 晶粒在晶界和晶内析出。在其后的回热中，α相一旦消失，虽然再度变成了γ单相，但

从溶度积的角度考虑，一度析出的 Ti、Nb 的（C、N）化物也不会再固溶，并以其原来的分散状态残存下

来。当 α 相再析出时，不仅晶界会变成α相析出的形核点，分散于晶内的（C、N）化物也会成为这样的形

核点，从而可以抑制薄膜状α相沿晶界生成。TiN 的析出温度高于变形奥氏体的再结晶温度，防止了它在

再结晶奥氏体晶界上的析出，从而保证了钢的热塑性，如图 3， Ti 对钢的热塑性的影响。 

 
图 4  Ti 对钢的热塑性的影响 

1—无 Ti；2—含 Ti 0.02%；3—含 Ti 0.03% 

Fig.4  Ti effect on steel plasticity 

1-without Ti; 2—with Ti 0.02%; 3—with Ti 0.03% 

2)结晶器振动方式由正弦改为非正弦振动时，在一个振动周期内，正滑脱时间大于负滑脱时间，振痕

变浅，振痕曲率半径增大，裂纹出现几率降低。 

采用非正弦振动，在结晶器振动过程中，上升运动比下降运动时间长，即具有较长的正滑脱时间，结

晶器振动速度 vm 与拉坯速度之间速度差较小，钢液与结晶器铜板的摩擦（与正弦相比）有了较大的减轻。 

同时，可使液态保护渣膜向出口方向扩展，有利于保护渣向结晶器与凝固坯壳之间缝隙的渗透，从而

改善润滑效果、提高铸坯质量[1-3]。 

3)二冷采用较弱冷却，比水量由 0.65L/kg 降低到 0.35~0.50L/kg 左右，减少微细析出物，由于冷却速率

低，铸坯温度较高，钢中析出的 AlN、Nb(C,N)等得到粗化。将 4~6 段内弧两边喷嘴堵住，提高角部温度到

900℃以上。利用生产间隙检查喷嘴情况，处理水小、斜流、打辊、堵的喷嘴，使铸坯均匀冷却，减少铸坯

回温，避免产生大的热应力和相变应力。 

5  结  论 

为了减少横向裂纹，舞钢公司采取上述有效的措施后，不跨角裂纹深度减少到 2mm 以内，长度减少到

10mm 以内，跨角裂纹由原来的 20~50mm 减少到 5~20mm。火焰清理任务减轻，清理烧损减少。横裂计划

外占裂纹计划外由原先的 60%减为 4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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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工艺参数调整对连铸坯中心偏析的影响 
殷光强，张建刚 

（河钢集团 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研究了过热度、拉速、二冷水量以及电磁搅拌投用值和轻压下量等主要工艺参数变更对连铸坯中心偏析

的影响；在不影响连铸坯表面质量的情况下，轻微调整优化铸坯凝固过程中对铸坯内部偏析影响较大的工艺参数，

主要是拉速、二冷水量以及电磁搅拌投用值和轻压下量等工艺参数。从而达到改善连铸坯的中心缺陷，减少铸坯中

心偏析，提高内部质量，生产高质量钢材的目的。 

关键词：连铸坯；参数调整；中心偏析；内部质量 

Effect of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Parameters Adjustment on 

Central Segregation of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YIN Guang-qiang,ZHANG Jian-gang 
(Hebei group Wugang company the second steel plant) 

Abstract：The effects of the main Parameters such as Superheat, the casting speed, secondary cooling, 

the electromagnetic stirring and the soft reduction on the segregation of C-C center were studi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 influence on the surface quality of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the Process Parameters 

of the C-C Slab during solidification are slightly optimized, These Process Parameters are mainly casting 

speed, secondary cooling, the electromagnetic stirring and the soft reduc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central defect of C-C Slab ,reducing the Central Segregation, improving the 

internal quality and producing the high quality steel is achieved. 

Key words：continuous casting slab; parameters adjustment; central segregation; the internal quality 

 
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由于受世界金融风暴和国内钢铁产能过剩影响，

钢铁行业不可避免的出现持续低迷，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和残酷，钢铁行业间的竞争已变成赤裸裸的成本和

产品质量竞争，产品质量的优劣已成为客户选定产品的主要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涌入中厚板市

场的竞争，舞钢公司面临的挑战更是越来越严峻。目前国内钢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中心质量较差，舞钢公

司生产的板坯也不例外，中心质量较差的板坯除了在后部工序处理后可能会出现大量探伤不合的废品之外，

还有可能发到客户那里形成质量异议，影响公司形象和声誉；因此，在表面质量得到大幅度改善，热送率

平稳的情况下，将解决连铸坯中心偏析，提高钢板探伤合格率，减少质量异议，提高铸坯内部质量作为重

要任务。 

从 2017 年元月份开始，先后在舞钢公司第二炼钢厂的 2#和 3#两条直弧型板坯连铸机上，对生产的多

个断面铸坯进行提高内部质量的工艺参数调整实验。 

1  中心偏析成因 

中心偏析是指钢液在凝固过程中,溶质元素在固液相中进行再分配时,柱状晶的生长使枝晶间未凝固钢

水的溶质元素得到了富集,从而导致铸坯中元素分布不均匀,铸坯中心部位的含 C、S、P 等元素的量明显高

于其他部位[1]。 

1.1  “凝固晶桥”理论 

该理论认为，铸坯凝固组织中柱状晶过于发达，当浇注中高碳钢时，在铸坯凝固过程中，铸坯传热不

稳定导致柱状晶生长速度不同，在铸坯中心形成“搭桥”，晶桥下部钢液在凝固收缩时得不到上部钢液的补

充,形成中心缩孔和疏松,导致中心偏析[2]。 

1.2  空穴抽吸理论 

钢液在凝固过程中，溶质元素在固液相间发生再分配，柱状晶的生长使枝晶间未凝固钢水的溶质元素

得到了富集。而钢坯的鼓肚和液相穴末端的凝固收缩使中心产生强大的抽吸力[3]。这个抽吸力使凝固末端

富集溶质元素的钢液被吸入铸坯中心,导致中心偏析。 

381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382 - 

1.3  溶质元素析出与富集理论 

该理论认为，铸坯结晶过程中，钢液中的溶质元素(如 C、Mn、S、P)在固液边界上溶解并平衡移动，

从柱状晶析出的溶质元素排到尚未凝固的金属液中，随着结晶的进行，这些易偏析元素被富集到铸坯中心

或凝固末端区域，即产生铸坯中心偏析[4]。 

2  中心偏析试样鉴定 

试样按有关技术条件规定截取。若无技术条件可按下列规定执行，单炉连铸时，试样在对应于连铸中

期铸坯上切取；多炉连铸时，试样在每个浇次第二炉中间铸坯部位切取，试样截取铸坯全截面或大于铸坯

宽度之半的半截面，试样酸蚀和硫印显示方法分别按 GB226 和 GB4236 规定执行[5]。 

舞钢公司在每个浇次铸坯浇铸方向上适合取样的位置横向截取厚度在 80-100mm 之间的试样，经铣床

加工表面后进行冷酸侵试样。 

其次，由于受机加工和酸洗槽的限制，每个炉次热酸侵蚀低倍样选取典型位置分别取小样，然后送质

量部轧检室进行热酸侵蚀实验。小样选取方案如图 1（绿色部分为小样截取位置）所示，分别是两端三角

区位置、铸坯宽度方向 1/4、1/2 和 3/4 位置。 

 
图 1 热酸蚀低倍小样截取示意图 

Fig.1 hot acid corrosion at low intercept small schematic diagram 

 

3  连铸工艺参数调整 

3.1  过热度控制 

理论上低过热度浇铸能显著提高铸坯的等轴晶率和降低铸坯偏析，在实际生产中，如果连铸钢水的过

热度降低到液相线温度附近，就会带来水口堵塞等一系列的问题。根据实际生产情况，控制过热度在 10～

25℃。 

具体措施：对于新渣线包，全新包，制订专门的烧烤制度并严格执行，杜绝黑包出钢，控制真空过程

温降。合理组织生产，保证足够的 LF 和 VD 精炼时间，保证生产过程钢水温度真实。 

3.2  钢水中夹杂影响 

钢中含碳量与凝固组织关系密切，影响柱状晶和等轴晶的生长比率，必然对铸坯中心偏析和中心疏松

的产生起决定性作用。有研究表明[6]，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含碳量分别为 0.3%、0.1%和 0.6%的一种

钢进行浇注，发现其柱状晶长度、中心偏析宽度和中心疏松空穴按含碳为 0.3%~0.1%和 0.6%的顺序依次增

加。因此，必须提高转炉生产中碳的命中率，准确控制钢液中的碳含量。 

钢液中 S、P 等是易偏析元素，它们在钢液中的含量和分布形态影响铸坯的中心偏析和中心疏松。通

过冶炼洁净钢，如采用铁水预处理或钢包脱硫等技术，降低钢液中 S、P 等易偏析元素含量，提高钢水纯净

度，可有效防止中心偏析和中心疏松的产生。 

2017 年 4 月份对舞钢公司生产的一炉 P 元素高且存在倒包现象的炉次进行内部质量调查，因为钢水洁

净度较差，调查结果发现：①冷酸侵蚀检验结果较差为 B 类 1.0 以上偏析；②热酸侵蚀低倍显示中间裂纹

严重。该炉冷酸侵蚀结果如下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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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冷酸侵蚀照片 

Fig.2 Cold acid etching photos 

 
随后对该炉取样进行低倍热酸蚀分析，结果表明：在板坯内部，在1/4处和1/2处中间裂纹严重，如图3

所示。 

 
图 3 热酸蚀低倍小样照片 

Fig.3 Hot acid etch microgram 

 
低倍热酸蚀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热酸蚀低倍情况 

Table.1 Heat acid etch low times table 

钢种 
铸坯规格 拉速 过热度 

取样位置 
低倍评级 

备注 
mm*mm m/min ℃ 中心偏析 中心疏松 三角区裂纹 中间裂纹 

Q345B 300*2400 0.75 27 

南三角区 C0.5 0.5   

该炉 P

高倒

包 

南 1/4 B1.0 1.5  1.5-2.0 

中间 1/2 B0.5 1  1.5-2.0 

北 1/4 B0.5 1  2 

北三角区 C0.5 0.5 1  

 

对该炉次的低倍样做夹杂物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夹杂物统计分析 

Table.1 Inclusion statistics analysis table 

异常炉次铸坯规

格 
检测面 

夹杂物数量及尺寸 

D<20μm 20μm≤D≤50μm 50μm<D Dmax 

mm*mm 纵向 8 10  50 

300*2400 横向 12 10 1 52 

 

夹杂物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裂纹处进行金相显微观察并统计夹杂物数量，显示夹杂物数量较多，特别

是大于 20μm 的夹杂物占比 50%左右。分析认为该炉次洁净度较差的主要原因是冶炼周期长，且中间有倒

包现象。在凝固过程中夹杂物在枝晶界富集造成晶界强度弱化，抵抗能力下降，在连铸过程中，特别是矫

直区间易产生中间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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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拉速及二冷水优化 

拉速增加，钢水在结晶器内的停留时间减少，钢水过热度去除延迟，增加柱状晶区。同时拉速增加，

液相穴延长，形成凝固桥和中心疏松。二冷区冷却强，铸坯表面温度低，断面上温度梯度大，有利于柱状

晶生长，柱状晶宽。降低二冷强度，可使柱状晶区减少，等轴晶区扩大。对 200、249、300 和 330mm 厚铸

坯拉速和二冷水优化，拉速在原有基础上降低 0.05 m/min，重新优化二冷水表和水温系数。 

拉速优化 

拉坯速度是影响柱状晶生长的重要因素。拉坯速度大，铸坯在结晶器内停留时间短，铸坯液芯延长，

这不但推迟了等轴晶的形核和长大，扩大了柱状晶区，而且发生铸坯鼓肚的危险系数也增大。因此，在不

影响产量的前提下，拉坯速度不宜过大。 

舞钢公司对 2017 年 3 月份生产的 5 炉 300*2400 断面 16Mn 系列钢种进行优化拉速实验，在浇铸长度

64m 时，将第四炉和第五炉拉速由正常 0.8m/min 降为 0.75m/min,之后对降速前的第三炉和降速后的第四炉

取样进行冷酸侵蚀实验，实验结果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图 4 降速前的第三炉冷酸侵蚀照片 

Fig.4 The third furnace cold acid erosion photograph before descending speed 

 
图 5 降速后的第四炉冷酸侵蚀照片 

Fig.5 After the slow down, the fourth furnace cold acid erodes the photograph 

 

前后炉冷酸侵蚀结果表明，拉速降低 0.05m/min 后，中心偏析有明显改善，基本上无偏析集中的情况

出现，但是此浇次生产的连铸坯在清理时发现降拉速的尾两炉铸坯下南边 10-30mm 处有裂纹，表面质量有

恶化的趋势。分析认为，降速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心偏析，但是降速导致凝固终点提前，使得投用轻

压下的区域靠近矫直段，外部机械应力增强，铸坯表面边部裂纹扩张。 

二冷水优化 

二次冷却技术对铸坯的表面质量和内部质量有重要影响，中心偏析和中心疏松等缺陷的形成与之有紧

密的联系。 

连铸坯进入二次冷却区，表面受到水或气本强烈冷却,造成连铸速表面和液芯部分有较大的温度梯度，

形成垂直连铸坯表面的单向传热，晶体最快的生长方向是与热流平行的方向，抑制了相邻的晶体的生长而

优先长大，形成了柱状晶带[7]。若二次冷却强度太弱，铸坯表面温度就会过高，铸坯液芯加长，等轴晶区

扩大，坯壳抵御因钢水静压力引起的鼓肚变形能力减弱，从而促进中心偏析的形成和扩展。 

2017 年 4 月份对生产的 16 炉 200*1800 断面 16Mn 系列钢种进行同一浇次加水工艺试验对比，前 3 炉

试验加水 150L/min，做样两炉，分别对加水试验炉次和正常炉次取样分析对比。 

①加水炉次和正常炉次三角区热酸蚀低倍如图 6，点状偏析和中心疏松评级差不多，均为 C 类偏析，

其中正常炉次中间裂纹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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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加水炉次和正常炉次三角区热酸蚀照片 

Fig.6 Hot plate etching of water furnace and normal furnace triangular area 

 

②加水炉次和正常炉次 1/4 处热酸蚀低倍如图 7 所示，1/4 处点状偏析和中心疏松改善不明显，但加水

炉次中间裂纹明显得到改善，评级为 0.5-1.0，而正常炉次均为 2.0 偏析，中间裂纹严重。 

 
图 7 加水炉次和正常炉次 1/4处热酸蚀照片 

Fig.7 Hot corrosion photo of water heater and normal furnace 1/4 

 

③1/2 处热酸蚀低倍照片如图 8 所示，中间位置加水炉次点状偏析和中心疏松改善明显为 C 类 0.5 偏析，

中间裂纹为 0.5；正常炉次点状偏析和中心疏松为 C 类 1.0 偏析，中间裂纹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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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加水炉次和正常炉次 1/2处热酸蚀照片 

Fig.8 The water heater and the normal furnace second half heat acid etch photograph 

 

④热酸蚀低倍情况对比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热酸蚀低倍情况 

Table.3 Heat acid etch low times table 

炉次 钢种 断面 取样炉序 试样位置 
点状偏析

评级 
中心疏松评级 裂纹位置及评级 

加水实验炉次 S275JR 200*1800*16 CC2 

南三角区 C 0.5 0.5 三角区裂纹 0.5 

南 1/4 B 1.0 1 中间裂纹 1.0 

中间 1/2 C 0.5 0.5 中间裂纹 0.5 

北 1/4 B 1.5 1 中间裂纹 0.5 

北三角区 C 0.5 0.5 三角区裂纹 0.5 

正常浇铸炉次 SA516Gr65 200*1800*16 CC5 

南三角区 C 0.5 0.5 三角区裂纹 1.0 

南 1/4 C 2.0 1 中间裂纹 2.0 

中间 1/2 C 1.0 1 中间裂纹 1.0 

北 1/4 B 1.0 1 中间裂纹 2.0 

北三角区 C 0.5 0.5 三角区裂纹 0.5 

 

由热酸蚀低倍检测结果可知：加水炉次和正常炉次偏析均在 B1.0，疏松均是 1.0（加水稍好）；中间裂

纹情况：加水 1.0 级，未加水 2.0 级，加水稍好。分析表明，适当增加冷却强度，避免回温过大，内部裂纹

减轻 0.5，提高了内部质量保证系数，但同时前三炉表面质量恶化，边裂扩展至 25mm，减少铸坯回温对控

制连铸坯内部裂纹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加水过量，必须还要保证连铸坯表面矫直温度，否则铸坯表面会

因为矫直段外部机械应力增强，造成裂纹扩张。 

拉速和二冷水同时调整优化 

2017 年 4 月份对生产的 5 炉 300*2000 断面 16Mn 含铌钢种进行适当加水（将比水量由 0.31kg/t 提高到

0.35kg/t）和后三炉降 0.05m/min 拉速的工艺试验；目的在于增加冷却强度，避免回温过大，提高内部质量

保证系数；实验炉次热酸低倍结果表明，点状偏析均为 C0.5，中心疏松结果理想，中间裂纹基本被消除，

只有北三角区存在少量裂纹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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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实验炉次北三角区存在少量裂纹 

Fig.9 There are a few cracks in the experimental furnace sub-north triangle 

 

热酸蚀低倍情况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热酸蚀低倍情况 

Table.4 Heat acid etch low times table 

钢种 断面 取样炉次 试样位置 点状偏析评级 中心疏松评级 裂纹位置及评级 

Q460D 300*2000*5 CC4 

南三角区 C 0.5 0.5  

南 1/4 C 0.5 1.0  

1/2 C 0.5 0.5  

北 1/4 C 0.5 0.5  

北三角区 C 0.5 0.5 三角区裂纹 1.0 

 

3.4  轻压下工艺优化 

机械轻压下是在铸坯凝固末端一个合适的两相区内利用当地的夹辊对铸坯在线实施一个合适的压下

量，用以抵消铸坯凝固末端的体积收缩，避免中心缩孔（疏松）形成，避免或焊合中心疏松，从而减轻中

心偏析，抑制凝固收缩而引起的浓化钢水流动与积聚，减轻中心宏观偏析程度，如图 10。为了达到最佳压

下参数，总压下量的大小必须综合满足以下三方面要求的条件下：（1）减少中心偏析和中心疏松；（2）避

免铸坯产生内裂；（3）轻压下产生的作用力不能影响铸机扇形段机架结构和夹辊的稳定性和寿命。 

 
(a) 常规连铸                      (b) 连铸轻压下 

图 10 常规连铸与连铸轻压下工艺原理示意图 

Fig.10 Normal continuous casting and continuous casting light pressure process principle 

 

因此要在铸坯带液芯液相穴长度上实施轻压下时，要解决以下 4 个问题：1 凝固终点的位置；2 在什么

位置压下；3 多大压下量；4 施加多大的压下力。结合 2009 年射钉试验计算出 200 mm、300 mm、330 mm

断面的液芯凝固末端，在凝固末端前沿进行不同位置（分别进行 1～3 个 SEG）及不同压下量（2 mm～3.4 

mm）的轻压下。200 mm 通过拉速调整液芯，避开在 8#、9#SEG（矫直段）进行轻压下。近年来由于铸坯

表面质量波动，为了改善铸坯表面质量，各个断面拉速皆存在调整情况，导致液芯凝固末端与轻压下的最

佳位置匹配存在些许误差，对内部质量造成一定影响。 

2017 年 1 月份对生产的 8 炉 330*2000 断面 16Mn 含铌钢种进行验轻压下向前移一个段的工艺实验，

之后对轻压下正常的第 4 炉和轻压下前移后的第 7 炉取样进行冷酸侵蚀实验，实验结果如图 11 和图 1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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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图 11 轻压下正常炉次照片 

Fig.11 Gently press the normal furnace picture 

 
图 12 轻压下向前移一个段炉次照片 

Fig.12 Gently press down a section of the furnace photograph 

 

实验结果表明，轻压下提前一个段，减小液芯凝固末端与轻压下的最佳位置匹配误差后，中心偏析有

明确改善。 

3.5  电磁搅拌 

目前舞钢二炼钢只在 3#连铸机上采用二冷区电磁搅拌，2#连铸机未投用电磁搅拌。二冷段电磁搅拌恰

好在柱状晶强劲生长的区域，通过搅拌钢水使先期生长的柱状晶破碎，与钢液混合在一起，随后将成为后

期凝固的等轴晶的核心，同时搅拌将促进未凝固钢液流动，加强对流作用，提高固液相间的热传导，有利

于消除残余过热度，减轻凝固前沿的温度梯度，抑止晶体的定向增长，从而有利于等轴晶的增长[8]。 

为了提高连铸坯内部质量， 舞钢二炼钢分别从提高在线铸机的设备精度、轻压下、优化二冷水量、降

拉速、铸坯堆垛缓冷等措施来提高 2#连连铸机生产铸坯内部质量。经过努力，使连铸坯的中心偏析从 B2.0

改善到 B1.5，但目前的内部质量满足不了钢板的探伤要求，为了提高连铸坯的内部质量，第二炼钢厂准备

在 2#连铸机引进二冷电磁搅拌，电磁搅拌能改善中心偏析和中心疏松。 

  

图 13 未投用电磁搅拌 图 14 投用电磁搅拌 

Fig.13 No use of EMC Fig.14 Use of the EMC 

舞钢二炼钢 3#连铸机于 2008 年 10 月份开始投用二冷区电磁搅拌，为了改善 200*1800 规格中心偏析，

在 2011 年 4 月试验投用电磁搅拌，电流 450A，频率 5 Hz，搅拌区域内外弧各 30mm，等轴晶率达到 30%，

未投电磁搅拌与投电磁搅拌效果分别见图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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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总的来说，中心偏析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舞钢公司二炼钢在实践中经过长期摸索后，通过对

连铸工艺参数的优化，极大的改善中心偏析，提高了铸坯内部质量。 

1）低过热度浇铸能显著提高铸坯的等轴晶率和降低铸坯偏析，在实际生产中，过热度控制住控制过热

度在 10～25℃，可在保生产顺行的情况下改善中心偏析； 

2）钢水纯净度是改善中心偏析的关键点之一，实际生产中应尽量避免冶炼周期长，倒包等异常现象的

存在，尤其是要避免 S、P 等易偏析元素含量偏高，避免夹杂物在枝晶界富集造成晶界强度弱化，形成严重

中心偏析和中间裂纹； 

3）二冷水和拉速的优化对铸坯中心偏析和中间裂纹影响效果显著；实际生产中将拉速降低 0.05m/min，

将比水量由 0.31kg/t 提高到 0.35kg/t，冷却强度适当增强，能显著改善铸坯中心偏析和中间裂纹。但要注意，

二冷水和拉速的调整，除了必须保证生产安全外，还不能让连铸坯表面矫直温度过低，否则铸坯表面会因

为矫直段外部机械应力增强，造成铸坯表面裂纹扩张的问题； 

4）液芯凝固末端与轻压下的最佳位置匹配得越好，越有利于中心偏析的改善； 

5）生产中采用电磁搅拌技术能显著改善中心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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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线钢生产工艺实践与铸坯质量控制 
胡泽东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钢轧厂，河北 宣化 075100） 

 

摘  要：本文通过对帘线钢铸坯低倍组织的分析和连铸工艺参数的总结，研究分析得出铸坯拉速、钢水过热度、

结晶器电磁搅拌、凝固末端电磁搅拌等连铸工艺参数对铸坯低倍组织的影响。以 75#帘线钢为例，经过研究得出铸

坯的中心疏松、缩孔、中心 C 偏析度随着钢水过热度和铸坯拉速的增加而增大，等轴晶率则随之而降低；随着 F-EMS

电流强度或频率的增加，铸坯的中心碳偏析先减轻后加重，当电流强度为 300A 时或频率为 8Hz 时铸坯的碳偏析指

数最小，可以有效地控制中心碳偏析，提高铸坯质量。 

关键词：帘线钢；铸坯低倍组织；工艺参数；铸坯质量 

Production process practice and quality control of cord steel 
HU Ze-dong 
(Xuanhua iron and steel Refco Group Ltd two steel rolling mill,Xuanhua 075100,China.Corresponding author:HU 

Ze-dong,E-mail:huzedong_888658@163.com) 
Abstract：This paper through the macroscopic structure of billet of steel cord analysis and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parameters are summarized,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casting speed, superheat, mold electromagnetic 

stirring, F-EMS,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parameters on Macrostructure of billet.The 75# cord steel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research that the central porosity, casting shrinkage, C segregation increases with the degree of superheat and 

casting speed increasing, equiaxed rate is redu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F-EMS current intensity or frequency of the central 

carbon segregation of slab reduction light after the increase, when the carbon segregation index 300A of current intensity or 

frequency of 8Hz billet is minimum,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enter carbon segreg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sting billet. 

Key words：Cord steel，Macrostructure of slab，process parameter，billet quality 

 

随着钢铁市场的不断紧缩，客户对产品的质量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所以提高铸坯质量势在必行，而

连铸铸坯质量又是产品质量的关键点，因此优化连铸工艺参数是保障产品质量的重要措施。从 2015 年开始,

河钢集团宣钢公司(以下简称宣钢)逐步开发生产 70#、72A、75#帘线钢，为改善铸坯质量,减轻铸坯中心偏

析,提高等轴晶比例,宣钢通过对影响铸坯质量的工艺参数展开技术攻关，同时采用了 M-EMS 和 F-EMS 技

术。实践证明,通过采用 M-EMS、F-EMS 技术和优化连铸工艺参数,铸坯的低倍样组织质量和中心 C 偏析取

得了良好效果，铸坯质量大大提高。 

1  连铸工艺设备情况 

宣钢 150 吨炉区 2#连铸机为 12 机 12 流的弧形连铸机，结晶器长度为 900mm，采用塞棒自动控制系统

和浸入式铝碳水口、氩气保护、自动加渣的保护浇注技术，同时采用 M-EMS+F-EMS 电磁搅拌，主要生产

150×150mm 的小铸坯。 

2  帘线钢铸坯低倍组织的炼钢工艺流程和制取执行标准 

2.1  铸坯低倍组织的连铸工艺流程 

连铸工艺流程：铁水 KR 脱硫→转炉→LF 炉→大包回转台→长水口氩气保护→中间包→浸入式水口保

护浇注→M-EMS→二次冷却→F-EMS→拉矫机弯曲矫直→铸坯。 

2.2  铸坯低倍组织的制取执行标准 

⑴ GB 226-91《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 

⑵ YB/T 153-1999《优质碳素结构钢和合金结构钢连铸铸坯低倍组织缺陷评级图》。 

3  铸坯低倍组织的研究分析 

3.1 低倍样的制作 

从连铸生产现场红坯上切取 150mm×50mm 的横剖样和 150mm×200mm 的纵剖样，送低倍实验室进行

打磨、抛光和酸洗等工序处理。 

3.2  钢水过热度和 M-EMS 参数对帘线钢低倍组织的影响 

电磁搅拌的主要作用包括：①通过力、热以及减小温度连界层的作用，促使柱状晶停止继续生长，从

而扩大等轴晶区；②通过加强结晶器内钢水的对流，打断柱状晶的“搭桥”现象，从而减轻铸坯的中心偏析[1]。 

以 75#钢为例，过热度和 M-EMS 参数对铸坯低倍组织的影响见表 1 所示。 
 

390



炼钢连铸 

- 391 - 

表 1 过热度和 M-EMS 参数对铸坯低倍组织的影响 

Table1 Influence of superheat and M-EMS parameters on Macrostructure of slab 

钢种 M-EMS 参数 220A   4HZ 240A   4HZ 280A   4HZ 

75# 

过热度（℃） 20-30 30-40 >40 20-30 30-40 >40 20-30 30-40 >40 

中心疏松（级） 1.5 1.5 2 1.0 1.5 1.5 1.0 1.5 1.5 

缩孔（级） 1 1.5 2 0．5 1 2 0 1 2 

等轴晶率（%） 40 37 33 43 40 38 45 42 40 

注：表中低倍级别等级值取于低倍试验中发生率最高的级别。 

由表 1 分析可得出： 

⑴ 由低倍情况分析得出，无论 M-EMS 电流强度在 220A 或 240A 或 280A 等情况下，连铸铸坯的中心

疏松和缩孔均随着过热度的升高而加重，并且在相同的 M-EMS 参数下，铸坯的中心疏松、缩孔等级也随

着过热度的升高而加重，尤其当钢水过热度>40℃时，铸坯的低倍组织发生 2.0 级的缩孔缺陷。 

⑵ 在相同的 M-EMS 参数下，随着过热度的降低，铸坯的等轴晶率最大提高了 5%，并且随着 M-EMS

电流强度的增加，铸坯的等轴晶率呈增大趋势，而缩孔级别随之减小，但是 M-EMS 的电流强度也不能过

大，因为 M-EMS 的电流强度与磁感应强度成正比，电流强度越大，搅拌力越大，而搅拌力过大时结晶器

弯月面形状将会发生变化，不利于改善铸坯缩孔。因此，通过实验帘线钢的 M-EMS 参数最佳值为

240-280A/4HZ。 

4.铸坯的中心偏析 

对于帘线钢的中心偏析，通过采用 M-EMS 技术，可大大降低中心 C 偏析。但是，即使采用 M-EMS

技术，帘线钢的中心偏析还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尤其是连铸工艺参数设置对中心 C 偏析的影响较为显著。 

4.1 连铸生产和实验条件 

4.1.1 连铸生产条件 

生产钢种为 75#帘线钢，二冷比水量设定为 0.5L/kg，拉速控制在 1.7m/min，结晶器电磁搅拌参数电流

220A、频率为 4HZ，凝固末端电磁搅拌为电流 0-400A、频率为 4-10HZ。 

4.1.2 实验条件 

在横向截面的低倍样对角线的 1/4 处 4 点（如图 1 所示位置），用 Φ5mm 的钻头取 5-8mm 深的屑样。

中心偏析率是指中心碳成分与对角线的 1/4 处 4 点碳成分平均值的比值。 

1 2

3 4

           
图 1 方坯铸坯面取样位置                                图 2 过热度对中心 C 偏析的影响 

Fig1 Bloom surface sampling location               Fig2 Influence of superheat on central C segregation 

4.2 过热度和 F-EMS 参数对中心 C 偏析的影响 

4.2.1 过热度对中心 C 偏析的影响 

由图 2 分析得出，帘线钢的中心 C 偏析随着钢水过热度的增大，中心 C 偏析呈加重趋势。 

4.2.2 F-EMS 对中心碳偏析的影响 

在相同过热度、拉速、二冷比水量的条件下，F-EMS 参数对方坯铸坯碳偏析的影响见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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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流强度对中心平均 C 偏析的影响                      图 4 频率对中心平均 C 偏析的影响 

Fig3 Influence of current intensity on central mean C segregation      
Fig4 Influence of frequency on central mean C segregation 

由图 3 可以得出，在 F-EMS 频率一定时，随 F-EMS 电流强度的增加，方坯铸坯碳偏析指数的平均值

先减小后增大，当电流强度为 300A 时，中心碳偏析指数最小。由图 4 可以得出，在 F-EMS 电流强度一定

时，中心碳偏析指数随着 F-EMS 频率的增大先减小后增大，当频率为 8Hz 时最低，并且频率过大时明显对

控制碳偏析极其不利。 

5.结论 

1）优化连铸工艺技术参数是改善连铸方坯铸坯组织和产品质量的重要措施，而钢水过热度作为对方坯

铸坯组织的关键影响因素，降低钢水过热度对提高方坯铸坯轴晶率和降低中心疏松、缩孔等级有较大的改

善效果。 

2）设定 M-EMS 参数 240A/4Hz 时，可最大化的提高方坯铸坯轴晶率，尤其浇铸钢水过热度在>40℃时，

可以大大的改善方坯铸坯心疏松和缩孔，同时可有效地提高钢水的洁净度。 

3）随着 F-EMS 电流强度的增大，方坯铸坯碳偏析指数先减小后增大，电流强度为 300A 时，方坯铸

坯碳偏析指数最小；随着搅拌频率的增加，方坯铸坯碳偏析指数先减小后增加，频率为 8Hz 最有利于控制

中心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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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含量对 Q345E 耐低温角钢低温性能影响 

孙贵平 

(河钢集团宣钢公司 河北宣化 075100) 

 

摘要：通过试生产不同铝含量的 Q345E 进行对比试验，分别为 0～0.010%（低铝）、0.012～0.018%

（中铝）、0.020～0.030%（高铝），研究铝含量对 Q345E 耐低温角钢钢材组织和性能的影响。实

验表明高 Al 含量对增加 Q345E 角钢低温韧性有较大作用，并且钢中 Al 含量在 200-300ppm 范围

内低温韧性最好。 

关键词：Al 含量  Q345E  耐低温角钢  低温性能 

The Influence of Aluminum Content on the Q345E Angle 

Performance at Low Temperature 

Sun Gui-ping 

（HBIS Group Xuansteel Company ; Xuanhua 075100, Hebei） 

Abstract: Through the contrast test of different aluminum content (Aluminum content is 0～0.010%、

0.012～0.018% and 0.020～0.030%, respectively), the influence of aluminium content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Q345E steel angles was Studied. Experiments show that 

high Al content has a larger effect to increase the Q345E Angle steel toughness at low temperature, and 

Al content in the steel toughness at low temperature within the range 200-300 PPM is best. 

Key words: Aluminum content, Q345E, Low temperature resistant Angle steel, Performance at low 

temperature 

 

前言 

按照我国电网规划，将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建设多条输电线路，这些地区冬季气温较低，

最低温度将达-40℃以下[1]，输电铁塔用材规格大、载荷大、施工条件恶劣。目前我国国网智能电网

研究院已对高寒地区铁塔用钢的开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已具备相应的技术及理论基础。所以

如何将其应用于高寒地区的铁塔建设引起了广泛关注。我国钢结构设计规范 [2]、输电线路铁塔设计

规范[3]均是通过控制钢材的冲击韧性指标对钢结构的低温断裂行为进行控制。而长期以来，Q345 级

角钢产品普遍存在低温条件下韧性偏低、波动较大、难以满足使用要求的问题。因此，生产具有良

好耐低温性能的 Q345E 级角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宣钢从合金成分设计的角度出发，力求在尽量不

调整轧制工艺的前提下，通过添加合金元素、优化各成分配比，生产出了 Q345E 耐低温角钢。 

本文主要在已有 Q345E 合金成分设计和实验室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现场工业试生产，试制不同

Al 元素含量的 Q345E 角钢。对工业试制样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 Al 含量变化对材料组织性能的影

响，探讨提高其低温韧性的微观机理，为在后续批量生产过程中不断优化工艺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1  Q345E 耐低温角钢成分设计 

1.1 国家标准对耐候钢成分、性能的规定 

化学成分对钢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因而相关标准对角钢的化学成分均有严格要求。钢的性能直

接作用于使用过程，因此国家标准对耐候钢的性能提出了要求 (见表 1) 。 

表 1 GB/T 1591-2008 对耐候钢化学成分的规定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P S Cu、Cr Ni N 其它元素 

Q345E ≤0.18 ≤0.5 ≤1.7 ≤0.025 ≤0.02 ≤0.3 ≤0.5 ≤0.012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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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为了改善钢的性能，可以添加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微量合金元素：Nb 0.015%～0.060%，V 0.02%～0.12%，Ti 

0.02%～0.10%，Alt ≥ 0.020%。若上述元素组合使用时，应至少保证其中一种元素含量达到上述化学成分的下限规定。 

b 可以添加下列合金元素：Mo ≤ 0.30%，Zr ≤ 0.15%。 
表 2 拉伸试验条件 

牌号 

拉伸试验 
180°弯曲试验 

弯心直径 
下屈服强度 

ReL/（N/mm2） 
抗拉强度 

Rm/（N/mm2） 

断后伸长率 

A/% 
≤16 ＞16～40 ＞6～16 ＞16 

Q345E 355 345 490～630 21 2a 3a 

注：a 为钢材厚度。 

当屈服现象不明显时，可以采用 RP0.2。 

质量等级 
V 型缺口冲击试验 a 

试样方向 温度/℃ 冲击吸收能量 KV2/J 

E 纵向 -40 ≥27b 

a 冲击试样尺寸为 10mm×10mm×55mm。 

b 经供需双方协商，平均冲击功值可以≥60J。 

在目前文献中，铌、钒、钛是大量使用的改善钢材强韧性的元素。微合金元素在钢中形成碳化

物、氮化物及碳氮化合物，在不同的条件下发生溶解和析出行为，从而起到抑制奥氏体的晶粒长大

和沉淀强化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在耐低温角钢成分设计中，首先是以《GB/T1591-2008 低合金高

强度结构钢》标准中 Q345E 钢材的化学成分为基础，根据模拟计算和大量的文献查阅，最终确定 V、

Al 复合微量合金化，并且适当地改变部分基本元素含量，以达到最优的力学性能。 

1.2  Q345E 微合金化成分的确认 

钢材中的钒在加热条件下可以充分溶解，在冷却过程中，以碳、氮化物的形式在钢中大量析出，

这些处于共格状态的细小弥散析出物提高了基体强度。同时，钒元素在基体与晶界上以碳、氮化物

的形式存在还可以阻止晶粒的继续长大。最终得到晶粒细小的铁素体组织，达到增强钢材韧性的效

果。初步确定钒含量为 0.03～0.05%。 

铝作为一种强氧化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可以生成细小的氧化物弥散分布在钢中。氧化物能

作为夹杂物形核的中心，诱导氮化物、硫化物和碳化物的附着析出。增加钢材中的含铝量可以降低

钢材中的氧含量，从而去除钢材中的各种氧化物与硫化物等杂质，使钢材的纯净度提高。同时，铝

还是一种强的定氮剂，形成纳米级的 AlN 析出物，提高钢的热稳定性，抑制钢在热循环过程中的奥

氏体晶粒粗大化，最终使钢材的韧性得到改善。因此，设计 3 种不同铝含量进行对比试验，分别为

0～0.010%（低铝）、0.012～0.018%（中铝）、0.020～0.030%（高铝），研究铝含量对钢材组织和性

能的影响。 

2  工业化试生产 

2.1 生产工艺流程 

宣钢生产 Q345E 角钢的工艺流程为： 

铁水脱硫→转炉冶炼→LF 精炼→连铸（无结晶器电搅）→轧制角钢。 

2.2 不同铝含量 Q345E 成分 

Q345E 熔炼成分按表 2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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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产设计化学成分 

编号 
化学成分   % 

C Si Mn P S V Cr、Ni Alt CEV 

Q345E-1 
0.10～

0.14 

0.20～

0.50 

1.30～

1.50 
≤0.025 ≤0.020 

0.040～

0.055 
≤0.3 —— 

0.33～ 

0.40 

Q345E-2 
0.10～

0.14 

0.20～

0.50 

1.30～

1.50 
≤0.025 ≤0.020 

0.040～

0.055 
≤0.3 

0.005～

0.010 

0.33～ 

0.40 

Q345E-3 
0.10～

0.14 

0.20～

0.50 

1.30～

1.50 
≤0.025 ≤0.020 

0.040～

0.055 
≤0.3 

0.025～

0.030 

0.33～ 

0.40 

冶炼成分按目标组织，按内控判定。CEV (%)=C+Mn/6+（Cr+Mo+V）/5+（Cu+Ni）/15 

其中，熔炼过程添加微合金化元素 V 时采用钒铁合金代替钒氮合金，并在精炼过程中全程吹氩，

达到控制钢中 N 含量的目的。 

2.3 生产实验情况 

本次生产共计 6 炉次，其中第一、二炉次为低铝含量（0～100ppm），第三、四炉次为中铝含量

（100～200ppm），第五、六炉次为高铝含量（200～300ppm）。考虑第一炉料受早前熔炼合金的影响

造成成分偏差，故取样分析时只取后五炉次进行分析，其中每一炉次包含两批次角钢样品，不同批

次角钢样品除化学成分不同外，角钢规格也有差异，厚度不同，样品编号及厚度尺寸如表 3 所示。 

表 4 Q345E 角钢样品编号 

炉次 Al 含量 /ppm 批次 厚度 /mm 样品编号 

4034 

0~100 

不取样分析 

4035 
8326（5 支） 18 51 

8329（4 支） 14 52 

4036 

100~200 

8320（5 支） 18 61 

8321（4 支） 18 62 

4037 
8324（5 支） 18 71 

8325（4 支） 18 72 

4038 

200~300 

65（5 支） 12 81 

66（4 支） 12 82 

4039 
63（5 支） 12 91 

64（4 支） 12 92 

2.3.1 化学成分 

表 5 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wt.% 

钢号  C  Si  Mn  P  S  V  Al  

51  0.14  0.37  1.35  0.012  0.008  0.046  0.005  

52  0.14  0.36  1.35  0.012  0.007  0.044  0.005  

61  0.16  0.36  1.38  0.013  0.004  0.045  0.019  

62  0.16  0.37  1.38  0.013  0.004  0.045  0.018  

71  0.18  0.35  1.43  0.014  0.006  0.045  0.011 

72  0.17  0.36  1.41  0.013  0.005  0.045  0.010 

81  0.15  0.36  1.38  0.014  0.005  0.047  0.016 

82  0.17  0.35  1.34  0.017  0.003  0.046  0.027 

91  0.16  0.36  1.36  0.016  0.004  0.047  0.020 

92  0.16  0.36  1.35  0.014  0.004  0.048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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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所有成分检测结果均为不同位置处 9 次测量的平均值。可

见，与设计成分相比，Al 元素含量基本在设计范围之内，但是 C 含量普遍偏高，其中 71 号样品 C

含量达到 0.18%。其它元素含量均在控制范围之内。 

2.3.2 拉伸性能 

力学性能分析结果如表 5。可见，所有样品在室温下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伸长量均满足国

标要求；且除 51#，其它样品的屈服强度在 420-470MPa 之间,伸长率在 28%~33%之间，均远高于标

准要求。因此样品力学性能具有较大的调节空间，可通过进一步降低强度的方式增加钢材韧性。 

表 6 拉伸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屈服强度 /Mpa 357 423 439 456 453 451 477 430 445 453 

抗拉强度 /Mpa 513 595 628 643 643 640 646 608 623 629 

伸长量 /% 32 33 33 31 30 31 29 30 31 28 

注：GB/T1591-2008 规定的 Q345E 钢的力学性能，Rel≥345MPa, Rm≥480-630Mpa, A≥22% 

2.3.3 冲击性能 

样品冲击实验结果如表 6 所示。所有数据点都是 3 次测试的平均值。可以看到,虽然不同炉号、

规格产品的冲击功曲线存在一定差异,但所有产品的-40℃平均冲击功均高于 34J（国标要求），且随

着实验温度的降低，冲击韧性下降。低铝含量样品（51、52）和高铝含量样品（81、82、91、92）

在不同温度下均表现出比中铝含量样品（71、72）较好的冲击韧性，其中 71 号样品冲击性能最差。 

表 7 冲击实验结果 

实验温度 

/℃ 

冲击功/J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20 140 146 153 151 105 120 117 149 158 166 

-30 127 133 121 91 74.7 101 110 129 137 142 

-40 111 132 85.9 59 44.9 77.8 77.8 133 152 132 

-50 95.9 85.3 62.6 91.6 34.9 49.4 56.7 97.3 102 98 

-60 35.6 45.9 19.9 40 18 18.8 15.7 73 66.2 55.2 

3、生产情况总结 

3.1 Al 元素含量变化对韧性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 Al 含量变化对 Q345E 钢冲击韧性的影响规律，对-40℃下所有样品（30 组）的

冲击功进行总结分析，如图 1 所示。可见，Al 含量在小于 100ppm 和大于 200ppm 的范围内表现出

较好的冲击性能，且 Al 含量大于 200ppm 比小于 100ppm 冲击性能更佳。而当 Al 含量位于 100～

200ppm 范围内时冲击韧性明显降低。对-20℃和-60℃冲击结果进行总结分析，也得到了相同的影响

趋势，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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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l 含量变化对 Q345E 角钢-40℃冲击韧性的影响 

 

 
图 2 Al 含量变化对 Q345E 角钢-20℃和-60℃冲击韧性的影响 

 

选择 C 元素含量相同的样品进行 Al 元素含量变化对冲击韧性的影响分析，Al 含量位于 100～

200ppm 范围内时冲击韧性降低。 

3.2 C 元素含量对冲击韧性影响 

当其它元素含量保持一致时，-40℃角钢冲击韧性随着 C 含量的增加，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

可以认为，在保证强度的条件下，C 含量越低，冲击性能越好；同时，C 含量越低，钢材的焊接性

能也越好。 

4、结论 

（1）从 Q345E 生产实验情况来看，Al 含量在小于 100ppm 和大于 200ppm 的范围内表现出较好

的冲击性能，且 Al 含量大于 200ppm 比小于 100ppm 冲击性能更佳。而当 Al 含量位于 100～200ppm

范围内时冲击韧性明显降低。 

（2）控制好钢水 Al 含量是提高 Q345E 角钢低温韧性的关键，高 Al 含量对增加 Q345E 角钢低

温韧性有较大作用，并且钢中 Al 含量在 200-300ppm 范围内低温韧性最好。生产中应当将 Q345E 角

钢 Al 含量控制在 200-300ppm。 

（3）-40℃角钢冲击韧性随着 C 含量的增加，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在保证强度的条件下，

C 含量越低，冲击性能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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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钢棒线材洁净冶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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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简要地总结了我国特殊钢棒线材的需求与生产情况，以及在质量和生产技术上与国际水平的差

距。其次，分析了国内外特殊钢棒线材的生产流程和特点、各工序质量控制的关键共性技术，总结归纳了其洁净钢

生产的主要技术措施。其三，分析了夹杂物与钢材疲劳寿命的关系，以及炼钢过程中大型夹杂物的来源。最后，对

轴承钢、弹簧钢和硬线钢的夹杂物控制技术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技术措施。 

关键词：特殊钢；棒线材；炼钢；洁净度；非金属夹杂物 

Clean Steel Smelting Technology for Bar and Wire of Special Steels 

JIANG Zhou-hua, LI Yang, GONG Wei, CHEN Chang-yong, HU Hao, PANG She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JIANG Zhou-hua, E-mail: 

jiangzh@smm.neu.edu.cn) 

Abstract： Firstly, the demand and production of special steel bar and wire in China were briefly 

summarized, and the difference of quality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was also introduced. Secondly, it was analyzed tha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key common technology of quality control of special steel bar and wir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main technical measures of its clean steel production was reviewed. Third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ons and fatigue life of steel was analyzed, and the source of large inclusions in steelmaking process 

was also analyzed. Fin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ol technology of inclusions in bearing steel, 

spring steel and hardwire steel we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and the concrete technical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special steel; bar and wire; steelmaking; cleanliness; non-metallic inclusions 

 

2016 年，全国生产粗钢达到 8.08 亿吨，普通钢铁材料严重过剩，而中国特钢企业协会成员单位的粗钢

总产量为 1.07 亿吨，同比增长 0.22%。其中，普通钢同比减少 0.64%、优质钢同比减少 7.60%、特殊钢同

比增长 10.52%。从主要产品的品种看，2016 年，齿轮钢产量同比增长 25.01%，弹簧钢同比增长 27.83%，

合金工具钢同比减少 11.66%，模具钢同比增长 9.72%，轴承钢同比增长 10.16%，不锈钢同比减少 3.10%。

除不锈钢产量连续多年减少外，多数特殊钢品种产量增加。 

尽管特钢产量有所增长，但我国特钢产品的品种档次还相对比较低，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也相对较差，

新品研发的能力还不够高，加快发展的关键是质量提高和结构调整。本文从国内外特殊钢棒线材的生产流

程及质量控制的关键共性技术出发，总结归纳了其洁净钢生产的主要技术措施，分析了夹杂物的来源及其

与钢材疲劳寿命的关系，对典型的夹杂物控制技术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技术措施。 

 

1  我国特殊钢棒线材的需求、生产及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1.1 形势与需求 

特殊钢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材料，高品质特殊钢的发展关系到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国家十三五

钢铁科技发展规划”中研究了未来 5～10 年(十三五为主)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重点，明确了建筑桥梁用钢、

能源用钢、船舶及海工用钢、汽车与轨道交通用钢及特殊钢 5 大类品种的具体发展方向。《中国制造 2025》

首批配套文件、特殊钢“十三五”发展重点及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都将先进制造业基础件

用特殊钢作为发展重点之一，这些特殊钢包括轴承、齿轮、紧固件、非调质钢、弹簧、切割钢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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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 20 万亿元，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 1/3，稳居世界首位。

工业强基首先要强化基础零部件（机械）和元器件（电子、仪表），零部件用的钢铁主要包括：轴承、齿轮、

弹簧、紧固件、轴类、耐磨件、密封件等以及制造这些零部件的工具、模具。这些零部件工业总值已居全

球前列，但采用国内材料制造的基础件仅占国内市场的 60~65%，原材料质量差距和制造差距造成高端零部

件依赖进口，表 1、表 2 给出了我国基础件的销售、国际排名以及装备制造业用钢的未来需求[1]。 
 

表 1 我国基础件的销售收入及排名 

Table 1 Sales of basic parts of China and world ranking 

产品名称 销售收入/亿元 世界排名 

轴承 1420（2011 年） 第 3 位 

齿轮 2080（2013 年） 第 1 位 

液压元件及系统 351（2010 年） 第 2 位 

气动元件 116（2010 年） 第 2 位 

紧固件 690（2013 年） 第 1 位 

表 2 装备制造业用钢的未来需求/万吨 

Table 2 Future demand of steel for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产品 2020 年 2025 年 应用领域 

轴承钢 500 550 飞机、高铁、

汽车、坦克

等先进装备

零部件 

齿轮钢 200 300 

工模具钢 200 250 

弹簧钢 250 270 

紧固件钢 1100 1400 

 

1.2 我国特殊钢棒线材的生产及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我国是世界上线材产销量最大的国家，线材产量已超过世界线材总产量的 40%。2012 年我国线材产量

13616.1 万 t，同比增长 11.1%，在我国钢材分品种产量比例中，线材约占 14%，是仅次于钢筋的第 2 大钢

材产品。2013 年线材产量达到约 1.5 亿 t，大部分产品为建筑用线材盘卷，且建筑用线材中的三级螺纹钢筋

及以上等级所占比例不到 50%，产品结构仍有很大的调整空间。2014 年，我国特钢行业共有 142 条线材生

产线和 131 条棒材生产线。 

2015年，中国棒线材产量合计为42284.9万吨，占钢材总产量的37.6%；其中优特钢棒线材产量为 6199.8

万吨(指重点优特钢企业生产的棒线材)，占棒线材产量的 14.7%，占钢材总产量的 5.5%。可见尽管棒线材

产量巨大，但优特钢棒线材占比较低。棒线材产量减少 2047.9 万吨，同比下降 4.6%；其中优质棒线材减少

268.7 万吨，同比下降 4.2%。2015 年，优特钢棒线材产量的下降，主要基于需求端的收缩、价格的持续下

跌，亏损严重倒逼钢厂减产，而 2016 年中国线材（盘条）产量 14218.8 万吨，同比下降 2.4%。 

我国优特钢线材（主要包括弹簧钢线材、轴承钢线材、不锈钢线材、钢帘线用线材、焊接材料用线材

等）在线材产量中的所占比例不足 30%，其中制品用高碳线材的占比为 15%左右。普钢线材的占比为 60%

以上，凸显了国内的普钢线材生产的比例过高，我国不是线材强国，而轴承、齿轮、模具材料自身的差距

也非常明显，见表 3
[1]。 

表 3 我国轴承、齿轮、模具材料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Table 3 China's bearings, gears, die steels and the gap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技术指标 
轴承钢（GCr15） 齿轮钢（20CrNiMoH） 模具钢（H13） 

国外先进 国内先进 国内平均 国外先进 国内先进 国内平均 国外先进 国内先进 国内平均 

氧含量 /ppm 4-6 6-12 8-15 ≤10 ≤15 ≤20 ≤10 10-20 ≥20 

钛含量 /ppm 7.0 13 13-30 - - - - - - 

夹杂物 /μm 11 15 15-40 
Ds 为 0

级，≤13 

Ds 为 1

级，≤27 

Ds 为 2

级，≤38 
- - - 

淬透性带 /HRC - - - ≤4 ≤8 ≤12 - - - 

带状组织 /级 0-2 2-3 3-4 1 以下 2-3 2-5 SA SB SB-SD 

横向冲击 /J(V型) - - - - - - ＞13 8-10 ≤8 

2  国内外特殊钢棒线材的生产流程、特点及各工序质量控制的关键共性技术 

2.1 国内外特殊钢棒线材的生产流程 

传统特殊钢生产大多采用模铸方法，随着连铸技术的发展，目前，国外特殊钢生产企业，除了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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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特殊用途或者连铸还无法生产的钢种，如超高强度钢、工模具钢、高速钢等高合金钢时仍采用模铸工

艺外，其他大部分钢种都采用连铸工艺生产，见表 4
[2-4]。 

表 4 国外特殊钢典型生产工艺流程、浇注方式及主要品种 

Table 4 Typical production process, pouring method and major varieties of special steel in foreign steelworks 

生产厂家 工艺流程和装备 主要生产品种 

日本山阳 90tEAF—LF—RH—CC(立式 3 流, 380mm×490mm)—初轧开坯 轴承钢､齿轮钢 

日本大同知多厂 70tEAF—LF—RH—CC(弧形 2 流, 370mm×480mm/立式 4 流圆坯 170~350mm)—初轧开坯 合结钢､轴承钢､弹簧钢､易切钢 

日本爱知 80tEAF—LF—RH—CC(370mm×480mm/185mm×185mm)—初轧开坯或连轧 合结钢､弹簧钢､易切钢､轴承钢 

日本住友小仓 KR—70tBOF—70tVAD/RH—CC(410mm×560mm) 合结钢､轴承钢､弹簧钢､易切钢 

日本新日铁室兰 TBM—270tBOF—RH—CC(350mm×560mm)—初轧开坯 弹簧钢 

瑞典SKF 100tEAF(OBT)—SKF—MR—IC(4.2t 钢锭) 轴承钢 

奥地利VA Stahl BF—BOF—LF—RH—CC(284mm×380mm) 结构钢､齿轮钢､弹簧钢 

德国LSW 70tEAF—70tLF—CC(200mm×200mm/178mm×178mm)CR—精整热处理 弹簧钢､易切钢 

德国GMH 125tEAF(DC)—LF—VD—CC(200mm×240mm)—CR 轴承钢､弹簧钢､易切钢 

意大利ABS  80tEAF—LF—VD—CC(280mm×280mm, 220~325mm) 合结钢､轴承钢 

德国Krupp  105tEAF—LF—RH—CC(6 流 135mm×135mm,150mm×150mm,265mm×265mm) 合金钢､弹簧钢 

美国Timken 
120tEAF—LF—CC(280mm×375mm)—开坯(Canton厂); 

170tEAF—LF—VD—IC—开坯(Canton 厂) 
轴承钢､弹簧钢､合结钢 

西班牙Sidenor 70tEAF—LF—VD—CC(155mm×155mm)—CR(Vitoria 厂) 合结钢､工具钢､易切钢､轴承钢 

2.2 高品质特殊钢的质量要求及特点 

为满足装备制造业高速、重载、精密、长寿的发展方向，高品质特殊钢必须满足以下质量要求：（1）

高洁净度：降低钢中杂质元素Σ(S+P+N+T.O+ H)含量；（2）高均质化：严格控制成分波动、成分偏析和各

种异常组织；（3）高表面质量：提高表面质量与尺寸控制精度；（4）长寿命：严格控制钢中夹杂物和表面

微裂纹，提高疲劳寿命。表 5 给出了特殊钢棒线材的服役特点、性能要求与质量控制，表 6 给出了典型特

殊钢棒线材洁净度要求。 

表 5 特殊钢棒线材的服役特点、性能要求与质量控制 

Table 5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quality control of special steel bar and wire 

设备发展方向 服役特点 性能要求 质量控制 

重载 轻量化，降低能耗 高强度，高表面硬度 控制钢材成份与组织 

高速 经受周期性冲击载荷 高疲劳强度、抗延迟断裂性能和低温冲击韧性 
降低杂质元素含量；严格控制夹杂物形态尺寸；杜绝表

面微裂纹；减少成份偏析 

精密 减少噪音与工具磨损 提高淬透性和切削性能 窄成份控制；提高切削性能；减少和稳定回弹量 

长寿 提高服役寿命 提高疲劳性能和抗延迟断裂性能 提高洁净度；提高表面质量；提高耐腐蚀性能 

表 6 典型特殊钢棒线材洁净度要求 

Table 6 Cleanliness requirements of typical special steel bar and wire 

产品 

形态 
产品名 钢种 代表尺寸 产品要求/材质特性 

冶炼中的控制要点 

氧化物系夹杂物 成分 

棒材 

轴承，座圈材 轴承钢（SUJ-2） Φ30-65 转动疲劳特性高，疲劳特性高 ASTM-B,D 系夹杂物 T.O≤10×10
-6，[Ti]≤15×10

-6
 

表面硬化处理钢 SCM432，420 等 Φ30-65 加工性好 同上 T.O≤15×10
-6，[P]≤0.005% 

线材 

帘线钢 SWRH72，82A Φ0.1-0.4 冷拔断裂少 降低非塑性夹杂物；＜20μm  

弹簧钢 Si-Cr 钢，不锈钢 
Φ1.6-10 

Φ0.1-0.15 
疲劳特性、永久应变性好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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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品质特殊钢质量控制的关键共性技术 

高品质特殊钢质量控制的关键共性技术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1）高洁净度化学冶金与精确控制化学成分技术；（2）凝固过程的洁净度与均匀度控制技术：板（方、

圆）坯连铸、大锭型模铸、大锭型电渣的凝固控制技术；（3）高品质特殊钢的轧制（锻造）工艺技术：提

高钢材尺寸精度与表面质量、在线热处理技术；（4）后步精整热处理技术研究：组织调控技术与缺陷检测

控制技术；（4）特殊钢品种的应用技术研发；（5）建设品种、工艺流程、装备、在线检测技术集成的生产

示范线，推动特殊钢技术整体的进步 

2.4 高品质特殊钢洁净化生产的主要技术措施 

（1）初炼炉：彻底除渣；出钢确保终点 C 和 Mn 含量；通过底吹降低初级脱氧生成物；电炉采用炉底

出钢，防止氧化渣的流出；最适宜的 Al 脱氧（严格选择含低 Ti 铁合金）。 

（2）钢包：耐火材料的低 SiO2 化，降低 T.O；限制喷补材料的使用量（通过洗包降低 Ti）。 

（3）钢包精炼：提高渣吸收 Al2O3 夹杂物能力；渣的高碱度化、低（T.Fe＋MnO）化；通过适当强度

的搅拌，促进夹杂物聚集上浮；快速造渣、脱硫，通过复合搅拌促使钢液温度、成分均匀化；防止槽、盖

黏结冷钢的污染。 

（4）真空精炼：防止上一炉钢液（黏结冷钢）污染；采用高真空、强搅拌，促使夹杂物上浮去除；增

加 RH 环流量；延长脱气处理时间；渣流动性的最佳化（ASEA-SKF）（RH 槽内防止渣的侵入）。 

（5）浇注：保护浇注（密封、气体保护浇注）；采用钢包下渣检测技术；中间包感应加热、等离子加

热，促进夹杂物上浮；中间包大型化；高碱度中间包覆盖剂（防止二次氧化）；采用电磁搅拌的促进夹杂物

上浮的低速浇注；采用垂直型连铸机，促进夹杂物上浮；采用中间包加堰、延长钢液滞留时间，促进夹杂

物上浮。 

3  炼钢过程中大型夹杂物的来源及其与钢材疲劳寿命的关系 

钢中夹杂物控制工艺对生产高品质特殊钢极为重要[5, 6]，钢中夹杂物的控制主要包括：（1）严格控制

T.O 含量：国际先进水平为 T.O≤5×10
-6；（2）严格控制夹杂物尺寸：夹杂物最大尺寸≤30μm；（3）严格控制

夹杂物形态：包括硫化物尺寸控制、TiN 类夹杂的数量控制以及避免大型含钙夹杂物的存在；（4）严格控

制皮下夹杂尺寸与数量。 

一般认为大型夹杂物可能有三个来源：（1）脱氧产物碰撞聚合；（2）结晶器卷渣；（3）LF 精炼过程中

形成。大型夹杂物，特别是含 CaO 的复合夹杂（CaO-Al2O3、CaO-Al2O3-MgO 等）对钢材疲劳性能影响极

大。 

 

图 1 大型夹杂物的生成机理 

Fig.1 Formation mechanism of large i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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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户制钢对大型夹杂物的起源进行了研究，采用 250t 铁水“三脱”预处理炉-脱碳转炉-LF-RH 工

艺流程。LF 冶炼前加入 SrCO3 示踪剂，控制加入量为渣中 SrCO3 8%。研究发现，（1）LF 处理前轴承钢中

夹杂物主要是细小的脱氧产物 Al2O3夹杂，含有微量的 CaO 和 MgO；精炼后 Al2O3 夹杂向 MgO-Al2O3系和

CaO-Al2O3-MgO 系复合夹杂转变。（2）随着 LF 处理后夹杂物中 CaO 含量增加示踪剂 SrO 含量升高，说明

含 CaO 的大型复合夹杂主要来源于 LF 精炼过程中。（3）LF 处理后钢中细小的夹杂以 Al2O3为主，含微量

SrO；大型复合夹杂随 CaO 的增加 SrO 含量升高。（4）大型复合夹杂 70%来源于 LF 精炼渣，30%来源于其

它方面。图 1 给出了大型夹杂物的生成机理。 

 

图 2 钢中氧含量与疲劳寿命的关系                          图 3 夹杂物类型、尺寸与轴承钢疲劳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oxygen content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ype and size of inclusions 

and fatigue life in steel                                   and fatigue in bearing steel 

日本学者对夹杂物（氧含量）与钢材疲劳寿命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如图 2 所示。另外，还研究了夹

杂物的类型、尺寸的有害程度（图 3）。可见，接触疲劳寿命不仅受到夹杂物类型的影响，还受到夹杂物含

量和尺寸的影响[7]。日本山阳特殊钢进行的轴承钢超高洁净度试验结果表明：（1）随洁净度提高疲劳寿命

从 10
7提高到 10

8，L10 平均提高 4.2 倍。（2）随洁净度提高钢中夹杂物最大尺寸减小：超高洁净钢中不存在

≥30m 的大型夹杂物，夹杂物最大尺寸平均为 25 m，比高洁净度钢最大夹杂物直径 51m 平均降低 50%。

（3）超低硫([S]≤0.006%)条件下，超高洁净度钢中 TiN 夹杂出现的频率较高(50~60%)；而高洁净度钢中夹

杂物主要为氧化物夹杂为主，氮化物夹杂出现频率较低。（4）在断裂面上发现的 MgO-Al2O3 和 CaO-Al2O3

夹杂高于 TiN 夹杂。说明和氧化物夹杂相比，TiN 系夹杂物的危害较低。 

因此，提高疲劳寿命的技术措施可以总结如下： 

（1）降低 T.O 含量：将 T.O 由≤1010
-6 降低到<510

-6； 

（2）减少钢中夹杂物数量：钢中夹杂物数量从≥100 个/50g(电解法)降低到<30 个/50g，L10≥10
8； 

（3）钢中夹杂物最大尺寸从 50m 降低到 25m，L10 从 10
7 提高到 10

8。 

（4）严格控制钢中碳化物：采用高浓度渗碳处理工艺，可在钢中形成大量细小弥散的碳化物(≤3m)；

和普通渗碳处理钢相比，L10 寿命可提高 4 倍。 

4  典型特殊钢夹杂物控制技术的特点及具体的技术措施 

4.1 轴承钢 

轴承是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零部件，目前轿车、高铁、风电、精密机床、大型机械主轴配套轴承

等重型装备用的高端轴承一直是中国轴承行业的软肋，国内不能提供，长期依靠进口。目前轴承钢的生产

主要有三个流程：（1）电弧炉-精炼-连铸/模铸-热连轧生产流程；（2）转炉－精炼—大方坯生产流程；（3）

特种冶金生产流程。瑞典 OVAKO 的 IQ 钢要指标为氧含量 4-6ppm，钛含量 8-12ppm，最大夹杂物 DS<15μm，

具有各向同性；日本山阳的 EP 钢重要指标为氧含量 4-6ppm，钛含量 6-10ppm，最大夹杂物 DS<11μm。 

日本山阳轴承钢生产工艺为：高功率电炉初炼(90-150 吨)→EBT 出钢→LF→RH→CC/IC（立式连铸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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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尺寸为 370mm470mm）→均热→初轧机开坯→钢坯清理→行星轧机、连轧精轧→无损在线检测→连

续炉球化退火→检验入库[8]。采用 SNRP（Sanyo New Refining Process）工艺生产轴承钢中 T.O≤5ppm，钢

中氧化物夹杂达到 11μm 以下，其接触疲劳寿命比普通轴承钢的寿命大幅度的提高。对其夹杂物评估结果

显示：夹杂物控制要求为从高洁净钢到超高洁净钢，其核心技术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最大夹杂物的尺寸。 

轴承钢夹杂物控制的具体措施如下： 

1）初炼炉大型化和终点高碳低氧控制：由于大容量的电炉或转炉提供初炼钢水，减少了钢水与耐火材

料之间的接触，大大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要求终点碳≥0.2%，[O]≤200ppm。 

2）除渣：为了冶炼出氧含量很低的轴承钢，必须把带有氧化反应的熔化过程与精炼过程分开进行。国

外普遍采用无渣出钢、真空吸渣和换钢包除渣等技术，将氧化渣彻底扒除。 

3）铝脱氧：如果只采用真空脱碳、脱氧，钢中的氧含量高达 20ppm 以上。因此为了提高钢的洁净度，

必须在精炼前预先用铝沉淀脱氧。 

4）长时间搅拌：真空和非真空条件下长时间搅拌，促进夹杂物充分上浮；为了保证长时间搅拌，精炼

炉必须具备加热功能，以补偿其温降。如果生产氧含量小于 10ppm 的轴承钢，至少搅拌 30min 以上。 

5）高碱度渣精炼：一般将精炼渣碱度控制在 4～6 之间。 

6）连铸：由于轴承钢的碳含量高，生产的铸坯容易产生偏析、缩孔和裂纹等缺陷，加之轴承钢对非金

属夹杂物和碳化物的要求严格，所以采用立式或立弯式铸机、M-EMS、F-EMS 和轻压下（或大压下）技术

是有效的解决途径。  

4.2 弹簧钢 

我国弹簧行业的产业结构长期以来形成了低档普通弹簧供过于求、高档产品（高强度、高应力、异性

件、特种材料）供不应求的被动形势。弹簧产品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需要，轿车用悬

架簧、气门弹簧、离合器弹簧以及机车、机械、电力、军工等行业用高级弹簧仍需要进口。 

自日本成功研制超纯净钢以来，开辟了悬架、气门弹簧用料的新渠道。大量的悬架弹簧用线材及全部

阀门弹簧用 SiCr 钢线材均购自日本；德国汽车工业规定弹簧用线材必须是日本生产；瑞典以生产优质阀门

弹簧钢丝而著名的 Garphyllan 公司也指定用日本线材。 

引起弹簧疲劳损坏的主要原因是表面脱碳、表面缺陷和夹杂。悬架弹簧疲劳损坏的主要因素是前面两

项；在生产气门弹簧时，线材经剥皮工序，消除了脱碳层及表面缺陷，引起其断裂的主要因素是夹杂，其

次是表面质量[9, 10]。日方明确指出，悬架弹簧用线材夹杂控制的目标是尽可能使其减少，而气门弹簧用线

材不但夹杂要少，而且要在冶炼环节中采用超纯净钢技术，使夹杂无害化。据称按照这种水平控制夹杂，

从未收到因夹杂引起弹簧疲劳断裂的报告。因此，因使用性能的不同，弹簧钢夹杂物的控制是有所差别的。 

（1）汽车悬架簧：疲劳寿命一般要求大于 5.0×10
5次，高强度悬架簧对腐蚀疲劳指标更为关注；疲劳

损坏的主要因素是表面脱碳和表面缺陷，其次是非金属夹杂物；线材要求夹杂物的数量要少，在靠近线材

表面位置要求不出现夹杂物的数量集中或大尺寸夹杂物。 

 

图 3 夹杂物成分控制区域 

Fig. 3 Inclusion component contro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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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架簧夹杂物控制的具体措施如下： 

1）由于悬架簧对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塑性化要求没有气门簧那样苛刻，目前通过铝脱氧+高碱度精炼

渣+真空处理的超低氧的冶炼工艺可满足悬架簧对夹杂物的要求。 

2）国内大部分悬架簧线材生产企业在夹杂物控制方面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减少钢中 D 类粗系夹

杂物和 DS类夹杂物，降低 D 类夹杂物的危害。 

3）夹杂物控制在三元相图（图 3）的 B 区域(较低熔点区)，添加 Li2O 可降低 CaO-Al2O3-MgO 系夹杂

物硬度，提高以 Al2O3 为主要相的夹杂物的变形能力。 

（2）发动机气门弹簧：疲劳寿命一般要求不小于 2.3×10
7次，甚至更高，属超高周疲劳；疲劳损坏的

主要原因就是非金属夹杂物；线材不但要求非金属夹杂物数量少，尺寸小，而且夹杂物要经无害化处理，

即塑性夹杂物。 

 

图 4 夹杂物塑性区控制范围  

Fig. 4 Inclusion plastic zone control area 

发动机气门弹簧夹杂物控制的具体措施如下： 

1）采用硅脱氧夹杂物塑性化工艺生产气门簧，应降低钢中[Als]至 10×10
-6 以下，使用低铝含量的合金，

采用低碱度(0.71~1.00)和低Al2O3质量分数(＜8%)的精炼渣的进行冶炼，不能使用含Al2O3的镁质耐火材料，

降低夹杂物中(Al2O3)至 10%~20%，提高夹杂物塑性。 

2）轧钢生产中对初轧坯进行火焰清理，高线加热时采用低温快速加热等技术以降低弹簧钢脱碳层。 

3）控制吐丝后冷速为 3~5 ℃/S，以减少先共析铁素体的析出，提高弹簧钢强塑性。 

4.3 硬线钢（帘线钢及切割丝用钢） 

钢帘线作为汽车轮胎的橡胶骨架材料，要承受弯曲拉伸复合交变载荷及冲击载荷等；必须选用最优质

线材方能满足高强度、抗疲劳、耐冲击等性能要求。钢中大尺寸不变形夹杂物是导致帘线钢在拉拔和合股

过程发生断丝的主要原因之一[11, 12]，夹杂物塑性化对提升帘线钢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图 5 钢帘线盘条中夹杂物成分对拉拔过程由夹杂物引起的断丝频率的影响 

Fig. 5 steel cord wire rod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nclusions on the drawing process caused by inclusions in the 

broken wire frequency 

意大利著名轮胎生产商 Pirelli 使用扫描电镜和能谱仪（SEM+EDS） 研究了 a，b，c 三家不同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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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产钢帘线盘条中夹杂物成分并统计了各批次盘条在拉拔过程中由夹杂物引起的断丝情况，结果发现，

处于 SiO2初晶面的 c 盘条断丝率最低，每 756 km 由夹杂物引起的断丝仅发生 1 次。 

高端切割丝为径向尺寸在Φ0.08~0.20 mm 的极细钢丝，主要用于光伏发电、航空与半导体行业核心部

件太阳能硅片与石英片的精密切割，对性能要求极为苛刻。硅片切割最大的风险在于如果切割过程中出现

断丝将导致昂贵的多晶硅片彻底损坏，切割钢丝断丝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盘条质量。钢中大尺寸硬质夹杂

物是导致钢丝拉拔和使用过程出现断裂的重要原因，夹杂物的控制成为切割丝生产的关键技术。  

表 7 切割丝盘条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质量分数） 

Table 7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utting wire rod analysis results (wt%) 

 

表 7 为神户生产的切割丝盘条化学成分与国内厂家的对比，神户盘条中[Al]s、T.O 和 N 比较稳定，[Al]s

在 4-6ppm 范围，T.O 在 12-13ppm 之间，N 在 25-33ppm；S 含量波动范围略大，S 控制在 37-57ppm，最大

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 20ppm；国内盘条[Al]s 含量在 5-6ppm，T.O 含量在 15-16ppm，较神户高 2-4ppm，N

含量 19-23ppm，略低于神户，S 含量高于神户。 

国内盘条中SiO2-MnO-Al2O3系夹杂成分上总体与神户一致，CaO-SiO2-Al2O3-MnO-MgO系夹杂中Al2O3

含量高于神户，此类夹杂物多处于相图低熔点区的右侧。国内盘条中检测到高 Al2O3 的夹杂物，60%，此类

为高熔点硬质夹杂，会对钢材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钢帘线和切割丝夹杂物控制具体措施如下： 

1）冶炼流程：EAF/BOF-LF-CC，不走真空精炼，尤其是 VD。 

2）严格控制酸溶铝 Als 含量，≤4ppm，因此必须严格控制合金、渣料、耐材一切炉料中的铝含量。 

3）LF 精炼渣的碱度（CaO/SiO2）=0.6-1.0，Al2O3含量≤8%（最好为 5%以下）。 

4）非金属夹杂物控制在锰铝榴石 Mn3Al2Si3O12 低熔点区（1200℃）和 CaO-SiO2-Al2O3 系 1400℃低熔

点区，但高 SiO2 的夹杂物更有利；神户制钢生产的盘条夹杂物含有一定量的 K、Na，可能有利于改善夹杂

物的塑性。 

5）耐火材料：非 Al2O3耐材，住友金属发现采用无铝的锆质耐材更有利于减少断丝。 

6）大方坯加大了热轧的变形量，有利于进一步细化夹杂物。 

5  结  论 

从高等级特殊钢质量控制入手，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精料方针：原材料的精细化管理和可控可追溯，防止“病从口入”； 

（2）初炼炉（转炉/电弧炉）终点控制：高碳和低氧，即“污染从源头控制”；转炉流程生产特殊钢对

冶金质量有利是发展趋势，对于电弧炉加铁水是一种弥补，将来直接还原与电弧炉配合工艺仍然是发展方

向之一； 

（3）大型夹杂物控制是解决特殊钢疲劳寿命的关键，各工序下渣控制对洁净度和夹杂物控制极其关键；

炉渣成分的精确控制：针对不同钢种要求确定合理的炉渣成分，要像钢水成分窄成分控制一样，进行炉渣

成分的窄成分控制（炉渣的快速分析和在线造渣控制模型），确保夹杂物控制炉与炉之间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4）RH 精炼比 VD 更有利：VD 需要解决炉渣乳化带来的大型点状夹杂物问题； 

（5）铝脱氧和硅锰脱氧的选择取决于产品最终尺寸和夹杂物控制要求；钢中夹杂物的演变过程和机理

的再认识：从精炼的不同阶段、凝固过程、铸坯加入过程、热轧和冷加工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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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连铸采用无渣封闭式中间包有利于超纯净钢冶炼；大方坯是特殊钢连铸的发展趋势，不仅仅是压

缩比，而且对夹杂物控制有重要影响；采用立式连铸有利于夹杂物的去除；连铸偏析控制要综合技术优化

（中间包加热、二冷、各段电磁搅拌、压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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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导电方式对导电结晶器电渣重熔 GCr15 凝固

质量的影响 

曹海波，董艳伍，姜周华，侯志文，封乾隆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在电渣重熔工艺的基础上加入导电结晶器技术能够均匀渣池的温度分布，进而得到浅平状的金属熔池，

使元素的偏析程度得到降低。本文通过采用直径为 350 mm 的导电结晶器进行电渣重熔 GCr15 钢实验，对比电源

在上部（ESR-U-STCCM）和电源在下部（ESR-D-STCCM）的单电源双回路导电结晶器电渣重熔冶炼铸锭的金属

熔池形状、低倍组织、二次枝晶间距、和铸锭的元素偏析程度。通过对比发现，采用 ESR-U-STCCM 和 ESR-D-STCCM

铸锭金属熔池的深度分别为 113 mm 和 70 mm；通过对铸锭的低倍腐蚀发现，ESR-D-STCCM 的低倍组织为表面细

晶区和柱状晶组织，而 ESR-U-STCCM 由表面细晶区、柱状晶和交叉的树枝晶组成；此外对二次枝晶间距进行统

计发现，铸锭从下到上二次枝晶间距逐渐增大，但 ESR-D-STCCM 的二次枝晶间距更小；利用碳硫分析仪对 C 元

素进行分析发现采用双回路技术后碳元素的偏析程度在 0.98-1.02 之间变化；ESR-D-STCCM 的 Cr、Si 和 Mn 元素

最大偏析程度分别为 1.021、1.028 和 1.025。ESR-U-STCCM 相应位置的最大元素偏析程度为 1.026、1.029 和 1.032。

综上可以推断出单电源双回路导电结晶器在控制元素的偏析具有较好的优势，且 ESR-D-STCCM 工艺具有更好的

冶炼效果，可以为易偏析合金的冶炼奠定坚实的工艺基础。 

关键词：电渣重熔；导电结晶器；单电源双回路；低倍；枝晶；偏析 

Effect of Different Conducting Mode on Solidification Quality of 

GCr15 Steel by Electroslag Remelting with Current Carrying Mold 

CAO Hai-bo,DONG Yan-wu, JIANG Zhou-hua, HOU Zhi-wen, FENG Qian-l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 E-mail:  

Abstract： Electroslag remelting process with current carrying mold(ESR-STCCM)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balancing slag temperature, which can obtain the shallow molten steel pool and releasing the 

segregation. In this article, GCr15 steel was remelted by 350 mm ESR-STCCM with different conducting 

mode. It was clearly that, the molten steel pool of ESR-U-STCCM and ESR-D-STCCM are 117 mm and 

70 mm. The microstructure of ESR-D-STCCM is consisted of fine grained region and columnar grain 

region. However, the ESR-U-STCCM has cross dendrite region as well as fine grained region and 

columnar grain region. In addition, the secondary dendritic arm spacing (SDAS) of ESR-D-STCCM is 

much shorter than ESR-D-STCCM, even the SDAS gradually increasing with the ingot rise. The 

segregation of C is fluctuated at 0.98-1.02 with ESR-STCCM. However, the segregation of Cr、Si and Mn 

element with ESR-D-STCCM is 1.021, 1.028 and 1.025, which is much lower than 1.026, 1.029 and 

1.032 with ESR-U-STCCM. In conclusion, it can notice that ESR-STCCM has great advantage in control 

element segregation, and the ESR-D-STCCM is much better than ESR-U-STCCM. It can make a great 

foundation for melting Ni-base supper alloy.  

Key words：electroslag remelting; current carrying mold; single power two circuits; macrostructure; 

dendritic crystal; segregation 

 

由于经电渣重熔的钢纯度高、含硫量低、非金属夹杂物少、钢锭表面光滑、结晶均匀致密、金相组织

和化学成分均匀，因此电渣重熔作为冶炼高品质金属材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自面世以来至今已经得到了不

断的发展[1, 2]。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电力、石油、化工、船舶等行业不断向大型化发展，对其所采用的部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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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型化的要求。然而铸锭的大型化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组织缺陷-偏析。虽然电渣重熔过程中降低熔速能

够达到降低偏析的作用，但是冶炼的效率会严重降低。 

随着电渣冶金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学者提出了第二代电渣冶金的概念，即导电结晶器的使用[3]。导电

结晶器的使用能够使靠近结晶器壁处的渣温升高，进而改善渣池和金属熔池的温度分布，得到浅平状的金

属熔池，最终冶炼出低偏析的铸锭。 

本文通过对比电源位置不同的单电源双回路导电结晶器电渣重熔工艺冶炼 GCr15 钢，通过铸锭凝固质

量，探索单电源双回路电渣重熔工艺的技术特性，进而为今后这一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提供支持。

1 实验设备和实验方法 

实验过程中采用的单电源双回路电渣炉原理图如图 1 所示，电渣炉所采用的结晶器为 T 型结晶器，上

结晶器直径为 420 mm，为导电结晶器，在熔炼过程中主要对渣池起到加热，均匀并调节渣池中的温度场的

作用。下结晶器直径 350 mm，在熔炼过程中主要对冶炼的铸锭起到冷却作用，整个冶炼过程中采用抽锭式

操作以实现铸锭的连续冶炼。 

 

(a) 电源在上部                         (b) 电源在下部 

图 1 单电源双回路电渣炉原理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ESR-STCCM 

本实验采取硫印法来进行单电源双回路电渣重熔金属熔池形状的研究，探究不同冶炼工艺对金属熔池

形状的影响。 

铸锭凝固过程中，铸锭的凝固速率与元素的偏析程度具有重要的联系[4]。为了研究不同工艺对元素偏

析程度的影响，对铸锭进行枝晶腐蚀后对二次枝晶间距进行测量和统计。 

为了研究合金元素在铸锭中的宏观分布规律，采用直读光谱元素分析仪从试样边缘到中心的均匀分布

的 7 个位置分别测量 Cr、Si、Mn 元素的含量。利用公式[1]进行计算宏观偏析指数计算，通过不同位置的

宏观偏析指数，形象地表示出凝固时元素的偏析情况。 

利用电子探针(EPMA)对枝晶干和枝晶间元素的含量进行检测，通过公式[2]计算元素的微观偏析指数，

表征元素的微观偏析程度。 

 
w

w
   [1] 

式中，δ-元素宏观偏析指数；w-元素质量分数；w -元素平均质量分数。 

 
RS 

枝晶最大溶质浓度

枝晶最小溶质浓度
 [2] 

2 结果与讨论 

2.1 金属熔池形状分析 

将电渣重熔冶炼的铸锭按照图 2 的方式进行切割取样，加工成一定厚度的纵剖面之后，利用磨床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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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进行硫印实验。 

 

图 2 实验的取样方式 

Fig. 2 Experimental sampling methods 

 

(a) 电源在上部 GCr15 冶炼时的熔池形状 

 

 (b) 电源在下部 GCr15 冶炼时的熔池形状 

图 3 不同冶炼工艺下的金属熔池形状 

Fig. 3 Shape of molten steel pool with different melting process 

利用硫印实验方法得到的熔池形状如图 3 所示。GCr15 钢冶炼时，电源在上部双回路电渣重熔冶炼方

式，其金属熔池深度为 113 mm，约为结晶器尺寸的 1/3 左右。而对于电源在下部双回路电渣重熔冶炼方式，

熔池深度则为 72 mm，约为结晶器尺寸的 1/5 左右。其中电源在下部冶炼方式的金属熔池深度要更为浅平。

因此可以推测出电源在下部双回路冶炼铸锭的凝固质量优于电源在上部双回路电渣重熔。 

2.2 枝晶腐蚀分析 

对于电源在上部布置方式的双回路电渣重熔部位的铸锭来说其凝固组织主要为：表面细晶区-柱状晶区

-交叉树枝晶区。对于电源在下部布置方式的单电源双回路电渣重熔铸锭来说，其凝固组织未出现交叉树枝

晶区，主要由柱状晶区组成，并且可以看到该铸锭的柱状晶组织连续性以及方向性较好。 

通过对柱状晶区的观察，发现其又可区分为两个部分，靠近铸锭边缘处的柱状树枝晶基本没有二次枝

晶，而愈靠近铸锭中心处柱状晶的二次枝晶发展的愈好，电渣重熔过程中，在距铸锭边缘处处的冷却速度

很大，一次枝晶间距很小，二次及以上枝晶难以形成，而远离铸锭边缘处的冷却速度要小，有利于二次甚

至更高次枝晶的生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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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源在上部双回路电渣重熔 

 

  

(2) 电源在下部双回路电渣重熔 

图 4 枝晶显示结果 

Fig. 4 Results of dendritic crystal examination 

 

图 5 取样部位及命名方式(U:电源在上部工艺 D:电源在下部工艺) 

Fig. 5 Sampling site and nomenclature  

 

如图 5 所示，从铸锭的 100 mm 高度开始每隔 50 mm 从铸锭边缘到中心部位切 50 mm×170 mm 试样。

在枝晶腐蚀后二次枝晶间距的测量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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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铸锭内二次枝晶间距统计结果，μm 

Table 1 Secondary dendritic arm spacing in the ingot, μm 

位置 
径向位置 

1/4R 1/2R 3/4R R 

U1 245.5 263.7 278.4 308.1 

U2 240.7 254.3 270.2 288.8 

U3 240.6 255.3 275.3 298.7 

U4 249.2 257.4 275.0 300.4 

D1 250.9 270.3 298.7 315.5 

D2 234.2 254.3 265 270.8 

D3 242.8 253.5 266.3 279.3 

D4 245.3 256 268.3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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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电源布置方式冶炼所得铸锭的二次枝晶间距大小 

Fig. 6 Secondary dendritic arm spacing in different power arrangement 

从表 1 和图 6 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电源布置方式的铸锭在高度方向上，均出现了一定的从铸锭底部往

上二次枝晶间距逐渐变大的趋势，这是因为凝固过程中底部冷却水的作用逐渐减弱的原因。此外，还可看

出电源在下部时枝晶间距的变化更为平缓，电源在下部双回路电渣重熔时熔更为浅平，从边缘到铸锭中心

部位温度梯度变化相对较小，凝固前沿的局部凝固时间也相对接近，进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 

2.3 化学成分均匀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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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碳的的宏观偏析指数 

Fig. 7 Macrosegregation of C with different ESR process 

利用碳硫分析仪测量了铸锭各个部位碳的元素质量百分数，利用直读光谱进行了不同电渣重熔方式

Cr、Mn、Si 元素进行了分析。C 元素的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可以看到电源在下部工艺多数情况下碳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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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偏析在 0.98~1.02 之间，电源在上部方式的宏观偏析主要集中在 0.97~1.02。从各个高度碳的平均质量百

分数来看，C 元素在锭高度方向也基本是均匀分布的， 

表 2 是不同冶炼工艺的铸锭中的宏观偏析程度，可以看到传双回路电渣重熔时元素的最大偏析率较为

接近，电源在下部工艺稍好于电源在上部工艺。 

表 2 不同重熔方式的元素最大偏析率 

Table 2 Element largest segregation ratio with different ESR process 

冶炼方式 Cr Si Mn 冶炼方式 

电源在上部双回路 1.026 1.029 1.032 电源在上部双回路 

电源在下部双回路 1.021 1.028 1.025 电源在下部双回路 

 

对不同冶炼方式冶炼得到的铸锭中心处枝晶腐蚀试样利用电子探针在树枝晶的二次枝晶干上以及二次

枝晶之间分别测量 Cr、Mn、Si 元素的微观成分，每个试样测三组数据，并计算其偏析比，结果列于表 3

和表 4. 

表 3 电源在上部枝晶臂和枝晶间的 Cr、Mn 元素及其偏析比 

Table 3 Main elements and segeragation tate of dendritic arm and interdendritic 

位置 
1 2 3 

Cr Mn Si Cr Mn Si Cr Mn Si 

枝晶干 0.920 0.311 0.148 0983 0.32 0.143 0.966 0.316 0.142 

枝晶间 1.683 0.443 0.151 1.662 0.442 0.176 1.662 0.492 0.178 

偏析比 1.83 1.42 1.02 1.69 1.38 1.23 1.72 1.55 1.25 

 

表 4 电源在下部枝晶臂和枝晶间的主要元素及其偏析比 

Table 4 Main elements and segeragation tate of dendritic arm and interdendritic 

位置 
1 2 3 

Cr Mn Si Cr Mn Si Cr Mn Si 

枝晶干 1.13 0.325 0.121 1.219 0.332 0.123 1.294 0.319 0.109 

枝晶间 1.537 0.357 0.130 1.755 0.404 0.143 1.889 0.444 0.127 

偏析比 1.36 1.11 1.07 1.44 1.22 1.16 1.54 1.39 1.16 

 

电源在下部双回路电渣重熔铸锭的枝晶偏析要小于电源在上部双回路冶炼的铸锭以及传统电渣重熔部

位。其浅平的熔池的使得凝固过程中的固液两相区之间的距离更短，有利于减少局部凝固时间，进而导致

二次枝晶间距和微观偏析的减小。电源在上部双回路电渣重熔过程中金属熔池比电源在下部双回路电渣重

熔深，因而元素微观偏析较大。 

3 结  论 

1）电源在下部单电源双回路电渣重熔比电源在上部单电源双回路电渣重熔金属熔池较浅。 

2）电源在下部单电源双回路电渣重熔的二次枝晶间距小于电源在上部单电源双回路电渣重熔。 

3）两种冶炼方式 C 元素的偏析程度近似相同，基本都在 0.98~1.02。 

4）电源在下部单电源双回路电渣重熔 Cr、Mn 和 Si 元素的偏析比较电源在上部单电源双回路电渣重

熔低。 

5）电源在下部单电源双回路电渣重熔冶炼铸锭凝固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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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渣重熔 Mn18Cr18N 高氮护环空心钢锭的工艺研

究 

刘福斌，陈奎，姜周华，余嘉，钱瑞清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本文实验探究了电渣重熔制备 Φ300/100mm Mn18Cr18N 护环空心钢锭的重熔工艺，并对重熔得到的空心

钢锭的表面质量、化学成分和凝固组织进行分析。工艺实验结果表明，采用自主研发的 S4 渣系，在 5.5kA 电流和

43V 电压的条件下，以 5.0~5.5mm/min 的抽锭速度可以有效避免漏钢漏渣并获得内、外表面光滑平整，无明显凝固

缺陷的空心钢锭；对上述空心锭的解剖分析结果表明，S4 渣系脱硫率达 33%，脱氧率达 58%，锰和铬烧损量仅为

0.02%和 0.04%；低倍组织均匀致密，晶粒细小均匀，无疏松、缩孔等低倍缺陷，纵截面柱状晶与轴向的夹角约为

46°，且内外柱状晶交汇点偏向内结晶器一侧；二次枝晶间距从空心锭的中心到边缘逐渐减小，电渣锭二次枝晶

间距最大值为 61.75 μm，最小值为 34.8 μm。通过二次枝晶间距的比较，表明电渣重熔可以大幅提高组织致密性和

成分均匀性。 

关键词：电渣重熔；空心钢锭；Mn18Cr18N；凝固组织；二次枝晶间距 

Research on Electroslag Remelting Process of Mn18Cr18N 

High Nitrogen Retaining Rings Steel Hollow Ingot  

LIU Fu-bin, CHEN Kui, JIANG Zhou-hua, LI Hua-bing, YU Jia, QIAN Rui-qi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JIANG Zhou-hua, 

E-mail: jiangzh@smm.neu.edu.cn) 

Abstract：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lectroslag remelting process of Φ300/100mm Mn18Cr18N 

retaining rings steel hollow ingot. The surface quality,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solidification structure  

of Mn18Cr18N hollow ingot had been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hollow ingot growth with 

smooth surface for inner and outer and no apparent solidification defect in the macrostructre using the 

self-developed S4 slag, 5.5kA electric current and 43V voltage. The S4 slag can get removing of sulfur 

and oxygen greatly, desulphurization rate up to 33%, deoxidation rate up to 58%. And the burning loss 

rate of manganese and chromium only 0.02% and 0.04% respectively. The obersevation of 

macrostructure illustrated that the hollow ingot has the homogenous and dense structure and fine grain 

without porosity and shrinkage. The angle between columnar and axial is about 44° in longitudinal 

section and the solidification intersection point bias inside of the crystallizer. The maximum value of 

secondary dendrite arm spacing is 61.75 μm, the minimum value is 34.8 μm, and the value is gradually 

reduced from center to edg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secondary dendrite arm spacing, it is shown that 

electroslag remelting can greatly increase the compactness degree of the micro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uniformity of solute elements. 

Key word：electroslag remelting (ESR); hollow ingot; Mn18Cr18N; solidification structure; secondary 

dendrite arm spacing 

 

随着我国石油、化工、核电等能源工业的发展，空心锻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1]。

传统的护环钢材料是 50Mn18Cr4 和 50Mn18Cr4WN，随着服役时间增加，该类护环钢材料抗应力腐蚀能力

降低，服役过程中常因应力腐蚀导致护环开裂而报废[2-4]。逐渐地护环材料由具备更高的抗裂纹扩展和抗应

力腐蚀能力的 1Mn18Cr18N（P900）、甚至 18Cr18Mn0.9N（P900-N）和 16Cr14Mn3Mo0.9N（P2000）新钢

种取代上述常规材质[5, 6]。因此，以 Mn18Cr18N 为代表的高性能护环锻件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加，市场前景

十分看好[7, 8]。 

但高锰高氮护环钢高温热塑性差，锻造开裂现象十分严重，裂纹缺陷又难以清除。冲孔工序会造成大

量的材料浪费，多次加热，多任务序变形，易使钢锭内部组织粗化，影响产品性能。直接以用空心钢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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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大型空心锻件可省去镦粗和冲孔两道工序，减少锻造加热火次和锻造裂纹，节约材料费 15%、加热费 50％、

锻造费 30%，提高锻造收得率、减少钢锭重量[9]。电渣重熔制备空心钢锭可避免传统空心钢锭生产过程中

容易出现地裂纹与偏析缺陷等质量问题，为制备高品质高性能空心钢锭开辟了一种新的方法[10]。 

本文基于电渣重熔空心钢锭技术，建立了实验室规模的小型电渣重熔空心钢锭的设备，实验研究了

Mn18Cr18N 高氮护环钢的制备工艺，探索了采用电渣重熔的方法制备空心钢锭的工艺参数，分析了空心钢

锭的表面质量、宏观组织和微观组织。

1.实验方法 

1.1 自耗电极 

自耗电极钢种为 Mn18Cr18N 钢，由电炉+LF（钢包精炼）+VOD（真空吹氧脱碳）冶炼并轧制而成，

尺寸为 Φ55×2000mm/支，成分质量分数如下表所示。 

表 1 自耗电极化学成分组成（质量百分比，%） 

C Si Mn Cr Al V Mo W N S P 

0.126 0.427 19.526 22.056 0.001 0.135 0.023 0.041 0.5314 0.029 0.019 

将八支自耗电极分为两组，四支为一组，按照设计的位置逐一焊接在假电极上，且呈两个半环形分布，

这样可以使八支自耗电极均匀分布且不与结晶器壁相接触，最大程度地保证渣池受热均匀。 

1.2 实验过程 

本实验采用实验室抽锭式电渣炉，如图 1（a）所示，主要由变压器、大电流短网、空心钢锭专用结晶

器、底水箱、电极升降机构和钢锭铀锭机构等部分组成。另外还包括化渣系统、冷却水系统、各种检测组

件以及计算机控制系数等设备。实验过程主要经历化渣、浇渣、重熔、抽锭和完全抽出五个阶段，最终得

到空心抽锭，如图 1（b）所示。 

 

图 1 电渣重熔空心钢锭的生产图：（a）电渣重熔设备（b）空心钢锭 

2.结果与分析 

2.1 电渣重熔空心钢锭表面质量的研究 

由于抽锭式电渣重熔过程中结晶器与钢锭之间相对运动，影响钢锭表面质量的因素较复杂，包括供电

参数、抽锭速度以及渣皮的厚度、均匀性和力学性能等[11-14]。 

（1）供电制度对表面质量的影响 

足够的渣池输入功率是保证钢锭表面质量的前提，电压、电流的大小可直接影响金属熔池形状和熔化

速度以及渣池的温度分布。实验工艺参数如表 2 所示，钢锭表面质量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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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炉次由于输入功率较小，金属熔池的圆柱段很短，渣-金界面靠结晶器壁附近的金属会迅速凝固，则

渣皮就无法随着液面的上升而重新熔化，因而局部形成弯曲的渣壳，随着渣壳逐渐变厚，结晶器的冷却强

度降低，金属熔池的温度随之升高，温度在上升的过程中又会使凝固的渣壳部分重新熔化，形成局部薄渣

壳。这一过程的重复进行就形成了波纹状钢锭表面。2#炉次由于提高了输入功率，熔池圆柱段增加，钢锭

表面质量明显改善。由此说明，通过控制供电参数使钢锭侧面凝固前沿具有一定高度的圆柱段，可以保证

良好的钢锭表面质量。 

表 2 电渣重熔空心钢锭的工艺参数 

炉次 钢种 渣系 输入电流/kA 输入电压/V 功率/kW 渣池深度/mm 插入深度/mm 

1# 45# S2 4.8 37 177.6 90 20 

2# 45# S2 5.5 43 236.5 90 20 

 
图 2 不同供电参数对表面质量的影响：（a）1#炉次（b）2#炉次 

（2）渣系对表面质量的影响 

炉渣物理性质对金属熔池形状有很大的影响。本实验在第 2#炉实验基础上，采用改进的 S4 渣系，工

艺参数如表 3 所示，空心钢锭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采用 S2 渣系重熔得到的空心钢锭表面有少量

夹渣，且渣皮较厚，而采用 S4 渣系重熔得到的空心钢锭表面光滑，无夹渣，且渣皮较薄。 

表 3 电渣重熔空心钢锭的工艺参数 

炉次 钢种 渣系 输入电压/V 输入电流/kA 

2# 45# S2 43 5.5 

3# 45# S4 40 5.0 

 

图 3 不同渣系对表面质量的影响：（a）2#炉次（b）3#炉次 

经测定，S4 渣系的熔点、电导率和导热系低于 S2 渣系。在金属熔池温度相同的情况下，S4 渣系形成

渣皮较慢，易于薄渣皮形成；低的电导率和导热系有利于减少渣池的热效率，提高熔池的温度和电极的熔

化速度，进而提高钢锭表面质量；在高温区 S2 渣系的黏度随温度升高变化较大，而 S4 渣系随温度变化非

常缓慢，说明黏度稳定性更好，属于“长渣”，更适用于抽锭式电渣重熔工艺。因此在采用 S4 渣时，钢锭

表面质量更加改善。 

（3）抽锭速度与熔速的匹配对表面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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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次重熔 

本实验采用 S4 渣系重熔 Mn18Cr18N 空心钢锭，实验过程中记录了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和抽锭速度，

在重熔稳定期尝试采用不同的输入功率与抽锭速度匹配，以研究其对钢锭表面质量的影响。实验工艺参数

如表 4 所示，抽锭速度变化曲线如图 4 所示。 

表 4 电渣重熔空心钢锭的工艺参数 

熔炼阶段 输入电压/V 输入电流/kA 抽锭速度/mm·min-1 

I 47 5.8 1～5.5 

II 45 5.5 5.5 

III 40 5.0 5.0 

IV 37 4.8 4～4.5 

V 33～35 4.0～4.5 2～3 

 

图 4 抽锭速度变化曲线 

本实验在进入电渣重熔稳定阶段后，抽锭速度从 5.0 mm·min
-1 降至 2.0 mm·min

-1，得到的钢锭表面质

量如图 5 所示。在进入第 III 阶段稳定重熔期以后，控制输入电压为 40 V，输入电流为 5.0 kA，抽锭速度

为 5.0 mm·min
-1，得到钢锭表面平整，无明显渣沟和褶皱等缺陷。第 III 阶段到第 IV 阶段，功率下降、抽

锭速度从 5.0 mm·min
-1 降至 4.5 mm·min

-1 时，出现明显的渣沟，证明在重熔稳定阶段应避免功率和抽锭速

度的突然变化，保持抽锭速度的稳定性。 

在第 V 阶段后期时，抽锭速度降低至 3～2mm·min
-1，同时较大幅度降低输入功率，以减小熔化速度，

保持渣金液面位置基本不变，得到的钢锭表面有明显波纹状褶皱和较深的渣沟，说明当熔化速度越低、抽

锭速度越慢，钢锭表面质量越差。 

 

图 5 不同抽锭速度对表面质量的影响 

2）二次重熔 

熔化速度越高、抽锭速度越快，生产效率越高，也有利形成良好的钢锭表面质量。因此在在重熔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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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抽锭速度每 1 分钟增加 0.1mm·min
-1，最终将抽锭速度升高至 6.5mm·min

-1，具体的工艺参数和抽

锭速度曲线图如表 5 和图 6 所示。 

在第 I 阶段抽锭起始和第 II 阶段的输入功率和抽锭速度与上一炉参数相同；在进入第 III 阶段尝试逐

渐增加抽锭速度至 6.0mm·min
-1，同时适当增加输入功率以增加熔化速度，保持渣液面的稳定；进入第 IV

阶段，逐渐提高抽锭速度至 6.5mm·min
-1，发现重熔过程较稳定，在保持此速度下约 15 分钟之后，出现

轻微漏渣现象，说明抽锭速度过快，需降低熔速和抽速；在进入第 V 阶段时，降低输入功率的同时开始

逐渐将抽速降低至 6.0mm·min
-1，最终冷却凝固得到的钢锭如图 7 所示。 

表 5 电渣重熔空心钢锭的工艺参数 

熔炼阶段 输入电压/V 输入电流/kA 抽锭速度/mm·min-1 

I 47 5.8 1～5.5 

II 45 5.5 5.5 

III 46 5.7 5.5～6.0 

IV 47 5.7 6.0～6.5 

V 43 5.5 6.0 

 
图 6 抽锭速度变化曲线 

 

图 7 快速抽锭速度对表面质量的影响 

从图 7 可以看出，同时提高熔化速度和抽锭速度有利于提高钢锭表面质量。抽锭速度越大，金属熔

池深度越深，圆柱段越高，可以获得良好的钢锭表面质量。当抽锭速度达到 6.0～6.5mm·min
-1 时，对应

的熔化速度较高，金属熔池温度也就越高，越易发生漏钢或漏渣。由此说明抽锭速度为在 6.0～6.5mm·min
-1

时，尽管钢锭表面质量很好，但非常容易发生漏钢漏渣的危险。在重熔稳定阶段，抽锭速度保持在 5.0～

5.5mm·min
-1 时，不但有利于钢锭表面质量，而且可保持重熔过程平稳，避免发生漏钢漏渣现象。 

3）三次重熔 

利用总结出最优工艺参数进行电渣重熔实验，具体工艺参数如表 6 所示，得到的空心钢锭外观形貌如

图 8 所示。整个抽锭过程平稳，未发生漏钢或漏渣现象，说明熔化速度与抽锭速度相匹配；从重熔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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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钢锭外观形貌来看，空心锭的内、外表面均较为平整、光滑，且在空心锭表面并未发现裂纹、夹渣、

折皮等明显缺陷，证明采用 S4 渣系适合于抽锭工艺，且供电制度与渣池深度和电极插入深度匹配良好，可

以得到较宽的圆柱段，最终获得良好的表面质量。 

表 6 电渣重熔空心钢锭的工艺参数 

钢种 渣系 输入电流/kA 输入电压/V 渣池深度/mm 插入深度/mm 抽锭速度/mm·min-1 

Mn18Cr18N S4 5.0 40 90 20 5.0～5.5 

 
图 8 电渣重熔 Mn18Cr18N 空心钢锭：（a）空心钢锭上表面（b）空心钢锭外表面 

2.2 电渣重熔空心钢锭宏观组织的研究 

将重熔得到的 Mn18Cr18N 空心钢锭经线切割，沿直径纵向剖开成 A 和 B 两部分，取 A 部分经线切割

出厚度为 15mm 的纵向锭片 A1，取 B 部分距离底部 40mm 处再经线切割出厚度为 15mm 的横向锭片 B1，

如图 6 所示。然后将抛光好的样品用王水（浓盐酸（HCl）与浓硝酸（HNO3）体积比 3:1）进行腐蚀，观

察 Mn18Cr18N 空心钢锭横向和纵向的低倍组织。 

 
图 9 Mn18Cr18N 空心钢锭线切割示意图 

空心锭的低倍组织如图 10 所示。观察横截面低倍组织图，组织均匀致密，晶粒细小均匀，无疏松、缩

孔等低倍缺陷。内结晶器和外结晶器边缘由于受到结晶器的强烈冷却形成极其细小的细晶区。在细晶区基

础上，由于凝固界面前沿的温度梯度较大，成分过冷区较小，凝固前沿的一部分细晶粒以枝晶状生长，最

终长成柱状晶。由于取横截面，因此柱状晶均被横向截断，便呈现出如图 10（b）的组织形貌，越靠近结

晶器晶粒越为均匀致密。 

观察图 10（a），可以发现，空心锭的枝晶生长方向明显。柱状晶与轴向的夹角约为 46°。此外，空心

锭两侧壁生长出的柱状晶相接处不是壁厚中心，而是偏向于靠近内结晶器（ID）一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有两方面：一方面，空心钢锭凝固收缩会略微偏向内结晶器一侧，内结晶器有一定的锥度，使收缩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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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与内结晶器之间存在气隙，其换热条件与外结晶器的换热条件相似；另一方面，外结晶器总冷却面积远

大于内结晶器的总冷却面积，使外结晶器的冷却强度大于内结晶器的冷却强度，靠近外结晶器一侧具有更

大的冷却能力。总冷却面积的影响占主导，因此靠近外结晶器一侧的柱状晶的生长速度要大于内侧柱状晶

的生长速度，使得空心锭最后的凝固位置偏离中心，更靠近内结晶器一侧。 

 

图 10 空心钢锭低倍组织图：（a）纵截面（b）横截面 

2.3 电渣重熔空心钢锭成分及夹杂物分析 

在自耗电极和电渣空心锭上分别取样，测定其化学成分，对比电渣重熔前后化学成分变化。首先在 B

部分距离顶部 60mm 处切下一个厚度为 15mm 的试片 B2，以及距离底部 60mm 处切下厚度为 15mm 的试片

B3，再将 B2 试片沿直径取宽度一块为 10mm 样品 b2-1，试样制备示意图如图 9 所示。 

（1）化学成分及气体质量分数研究 

对自耗电极和空心锭分别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氮氧分析和碳硫检测，结果取平均值后如表 7 和表 8 所示。 

表 7 自耗电极和空心钢锭化学成分（质量百分数，%） 

取样部位 C Si Mn Cr Al V Mo W S P 

自耗电极 0.126 0.427 19.526 22.056 0.001 0.135 0.023 0.041 0.003 0.019 

空心钢锭 0.113 0.472 19.071 21.157 0.002 0.134 0.025 0.041 0.002 0.018 

表 8 自耗电极与空心钢锭取样氧氮质量分数分析（质量百分数，%） 

取样部位 T[O] N 

自耗电极 0.0079 0.5314 

空心锭 0.00329  0.53099  

对比表7和表8中自耗电极与空心锭的化学成分和气体质量分数，可见经电渣重熔后，Mn18Cr18N钢的

成分发生如下变化：锰质量分数和铬质量分数略有下降，烧损量约为0.02%和0.04%，质量分数仍在合金成

分的标准范围内。硫质量分数由原来的0.003%下降到0.002%，脱硫率达到了33%。全氧质量分数由0.0079%

下降到0.00329%，脱氧率达到了58%，在电渣重熔过程中，由于未加入脱氧剂，所以氧主要以非金属夹杂

物的方式去除。 

（2）夹杂物成分及元素分析 

将上述在空心锭上抽取的 5 个试样 J1，J2……J5 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夹杂物的形貌，并结

合能谱分析仪（EDS）确定夹杂物的成分以及元素的分布[15]，如图 9 所示。 

电渣锭中夹杂物主要为球形或近似球形的形状，其主要成分为 Al2O3（如图 11（a）所示），还有部分

复合型夹杂物 Al2O3-MnS（如图 11（b）所示）；同时还有棒状铝酸盐夹杂物，其基体成分为 MnO-Al2O3外

层还有 Cr2O3-TiN 包裹（如图 11（c）所示），夹杂物的成分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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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l2O3 夹杂物的形貌及成分 

       
（b）Al2O3-MnS 夹杂物的形貌及成分 

        

     
（c）Cr2O3-TiN 包裹 Cr2O3-MnO-Al2O3 复合夹杂物 

图 11 空心锭中夹杂物的形貌和成分 

表 9 夹杂物中主要元素分布（质量百分数，%） 

夹杂物 N O Al Ti V Cr Mn 

Cr2O3-MnO-Al2O3 
- 34.95 30.03 - - 1.74 31.05 

- 55.00 28.02 - - 0.84 14.23 

MnO-Al2O3 
- 32.62 30.75 - - 2.63 26.35 

- 52.69 29.45 - - 1.31 12.40 

MnO-Al2O3 
 31.39 25.45 - - 4.01 32.63 

 52.63 25.30 - - 2.07 15.93 

Cr2O3-TiN 
9.35 10.62 3.15 41.76 3.55 13.82 7.90 

22.43 22.31 3.93 29.30 2.34 8.93 4.84 

2.4 微观组织的研究 

将在空心锭上制取的 5 个 10mm×10mm 的小样，从内径至外径依次为 1#，2#........5#小样，分别湿磨

抛光后，用 10%的草酸溶液电解腐蚀，通过金相显微镜（OM）在 50 倍视场下观察其枝晶形貌，拍摄金相

MnO-Al2O3 

Cr2O3-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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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测量二次枝晶间距，通过对比，研究电渣重熔对空心锭凝固组织的影响。空心锭不同位置的试样在

金相显微镜放大 50 倍视场下观察到的枝晶形貌如图 12 所示。 

 

图 12 空心锭的枝晶形貌 

从图 12 中可以看出，空心锭中以柱状晶为主，这是由于在电渣重熔过程中，钢锭底部和结晶器的冷却

能力很强，造成传热的方向性强和温度梯度大，使得空心锭中柱状晶非常发达。 

表 10 空心锭的二次枝晶间距（μm） 

取样部位（从内向外） 1# 2# 3# 4# 5# 

二次枝晶间距（SDAS） 34.8 56.64 61.75 51.96 43.21 

表 10 为空心锭不同取样部位的二次枝晶间距。由表中数据中可以发现，从空心锭的中心到边缘，二次

枝晶间距逐渐减小。这是由于电渣重熔过程中，距结晶器边缘越近，冷却强度越大，局部凝固时间越短，

从而导致二次枝晶间距越小。电渣锭中二次枝晶间距最大值为 61.75 μm，最小值为 34.8 μm。重熔过程中金

属凝固自下而上，凝固引起的收缩可由液态金属补充，减少疏松的产生，组织更加致密。树枝晶的生成可

归结于凝固界面的溶质偏析，电渣重熔过程中冷却速度大，溶质扩散时间短，二次枝晶间距小，表明电渣

重熔有利于组织的致密性和成分均匀性。 

3.结论 

（1）采用 S4 渣系，当输入电流和电压分别为 5.0kA 和 43V，抽锭速度稳定在 5.0～5.5mm/min 时，

重熔过程很稳定，无漏钢漏渣，空心锭的外表面较为平整，无明显渣沟和褶皱，且内表面光滑平整，未发

现裂纹、夹渣、折皮等明显缺陷。 

（2）重熔实验得到的空心锭低倍组织均匀致密，晶粒细小均匀，无疏松、缩孔等低倍缺陷，越靠近结

晶器晶粒越为均匀致密，柱状晶与轴向的夹角约为 46°；空心锭两侧壁生长出的柱状晶相接处偏向于靠近内

结晶器（ID）一侧。 

（3）Mn18Cr18N 钢选用 CaF2-CaO-Al2O3-SiO2 渣系即 S4 渣系进行电渣重熔时，主元素的烧损很小，

锰元素铬元素的烧损量分别为 0.02%和 0.04%，脱硫率达到 33%，脱氧率达到 58%，脱硫和脱氧效果显着。 

空心锭中夹杂物主要为球状 Al2O3 夹杂和复合型 Al2O3夹杂以及棒状铝酸盐夹杂物。 

（4）二次枝晶间距观察结果表明，从空心锭的中心到边缘，二次枝晶间距逐渐减小，电渣锭中二次枝

晶间距最大值为 61.75μm，最小值为 34.8μm，表明电渣重熔可以大大提高组织致密性和成分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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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压力对 19Cr18Mn2Mo0.9N 高氮钢微观组织影

响的数值模拟 
陈奎，刘福斌，姜周华，李花兵，余嘉，钱瑞清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在同时考虑传热、流动和溶质扩散的基础上，利用 Procast 软件的 3D-CAFE 模块，对 0.15MPa、2MPa 和

3MPa 凝固压力下 19Cr18Mn2Mo0.9N 高氮不锈钢凝固微观组织进行模拟分析，建立了预测加压下

19Cr18Mn2Mo0.9N 高氮不锈钢凝固微观组织模型。该模型依据不同凝固压力下的测温实验调节界面传热系数，温

度演变和组织模拟结果与实验基本一致。模拟结果表明，随着凝固压力的增大，钢锭柱状晶更加发达，晶粒生长更

趋向于<100>方向，表层细小等轴晶区比例先增加然后基本不变，CET 转变区间缩短，中心等轴晶区比例缩小，且

在 200mm 高度上中心等轴晶区从 32mm 减小至 14mm。当凝固压力达到 3MPa 时，中心等轴晶区在部分位置几乎

消失而出现穿晶结构。 

关键词：加压凝固；高氮不锈钢；3D-CAFE；微观组织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Effect of Solidification Pressure on 

Microstructure of High Nitrogen Steel-19Cr18Mn2Mo0.9N 

CHEN Kui, LIU Fu-bin, JIANG Zhou-hua, LI Hua-bing, YU Jia, QIAN Rui-qi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JIANG Zhou-hua, E-mail: 

jiangzh@smm.neu.edu.cn) 

Abstract：This paper had established the solidification structure growth model of high nitrogen stainless 

steel 19Cr18Mn2Mo0.9N under pressurized atmosphere condition. Which utilize a 3D-cellular automata 

finite element (3D-CAFE) module of commercial software ProCAST based on coupling of heat, flow and 

solute diffusion. Then caculated the solidification microstructure of 19Cr18Mn2Mo0.9N under 0.15MPa, 

2Mpa and 3MPa atmosphere. By adjusting interfac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according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emperature and microstructure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 It is indicated that columnar crystals are more developed, grain growth tends to be in the 

<100> direction as solidification pressure increasing. Also, the proportion of surface fine equiaxed crystal 

region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basically unchanged and the ratio of the center equiaxed crystal region 

decreases. At 200mm height, center equiaxed crystal area reduced from 32mm to 14mm. And the center 

equiaxed crystal disappears in some position so the dendrite penetrating structure appears, while 

solidification pressure reaches 3MPa. 

Key word：Pressurized solidification; high nitrogen stainless steel; 3D-cellular automata finite element; 

microstructure 

 

加压技术具有提高易挥发元素溶解度、净化钢液和促进微合金化的作用。通过提高熔体过冷度，增大

界面传热，减小局部凝固时间，进而细化凝固组织，减轻疏松、气孔和改善偏析等凝固缺陷[1, 2]，在高品质

特殊钢的研发和制备过程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加压浇注条件下，压力对凝固组织的影响规律缺乏可靠的实验数据，且实验周期长，所能揭示的现象

有限，而凝固组织的数值模拟在组织预测及性能控制中则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凝固微观组织模拟主要有

确定性模型、概率性模型和相场模型[3]。Rappaz、Thevoz 等人[4, 5]在对枝晶和共晶合金的模拟中提出了基于

高斯分布的确定性形核模型，模型认为形核位置是关于过冷度的连续曲线，晶粒密度是过冷度的积分函数。

随后 Gandin 和 Rappaz
[6, 7]将有限元法和元胞自动机法结合提出 3D-CAFE 法，并对连续铸造、熔模铸造等

不同工艺条件下较大型铸件的组织形成实现了耦合计算。国内外应用 3D-CAFE 法及改进 3D-CAFE 法对不

同钢种进行组织模拟的研究屡见报道，得到的组织形貌与实验结果基本吻合良好。 

本文以高氮奥氏体不锈钢 19Cr18Mn2Mo0.9N 凝固组织为研究对象，借助于 ProCAST 商业软件的元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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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机-有限元（CAFE）模块，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利用加压浇注测温数据，实现不同压力下钢锭凝固

组织的模拟研究，探明实验室条件下凝固压力对凝固组织的影响规律。

1.CAFE 法数学物理模型 

凝固组织模拟涉及到多元合金凝固过程中温度场、流场和溶质扩散的耦合，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尺度上

控制方程的求解过程。本文以实验室钢锭为依据建立 1：1 的有限元模型，铸锭尺寸及网格信息如图 1 所示，

钢种化学成分见表 1。 

为了简化数值计算，首先对浇注及形核过程作一些基本假设：（1）忽略钢液充型过程；（2）浇注初期

液相温度和铸型温度分别均匀一致；（3）忽略实验压力对钢液物性参数的影响[8]；（4）忽略疏松缩孔和气

体析出对凝固组织的影响。 

表 1 钢种目标成分，质量分数% 

C N Si Mn Cr Mo Fe 

≤0.1 0.7~0.9 ≤0.5 18 19 2 Bal 

 

图1 有限元模型 

1.1 凝固路径 

不锈钢具有特殊的凝固模式和凝固特征，因此为了预测不锈钢的性能和物性参数，需要依据相图和热

力学计算软件确定其凝固路径和相转变方式。由表 1 钢种成分和舍勒夫组织计算原则[9]，计算出等效 Cr、

Ni 含量：Creq=Cr+1.21Mo+0.48Si+0.14Nb=21.66，Nieq=Ni+24.5C+18.4N+0.11Mn-0.0086Mn
2
=18.21，由图 2

可知，本实验钢种成分条件下，铸锭完全凝固时凝固组织全部为奥氏体相。 

  

      图2 基于成分的舍夫勒组织图            图3 Fe-Cr-Mn-N合金体系Fe-N伪二元相图 

利用 Thermal-Calc 热力学软件，计算出 Fe-Cr-Mn-N 合金体系不锈钢 Fe-N 伪二元相图，如图 3 所示，

Qiu
[10]认为当 Cr、Mn 质量分数达到 18%，N 质量分数达到 0.9%及以上时，合金体系遵从 Liq→L+γ→γ的凝

固路径，因此为了简化计算本文以奥氏体相作为物性参数和微观形核参数的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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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钢种热物性计算 

Lukas
[11]等人对热物性参数如密度、比热、焓、潜热、导热系数和黏度等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Kattner

[12]

等人为用于多元合金的计算又对其计算方法做了进一步扩展，目前 ProCAST 商业软件的热物性计算通常利

用双混合模型[13]计算: 

 
( )v

ji
i ij v

v
ijji

i
ii xxxxPxP -Ω+=

>
∑∑ ∑∑  （1）

 

式中： P 是相特性；
iP 是元素 i 在相应相中的特性；

v

ijΩ 是二元相互作用系数；
ix ，

jx 为元素 i 和 j

在 P 相中的摩尔分数，mol·L
-1；v 是决定二元相互作用系数

v

ijΩ 的变量（0≤v≤2）。 

1.3 宏观模型 

1.3.1 传热模型 

 )(=)(+
)

TkvHρ
t

Hρ
∇∇∇

∂

∂(
 （2） 

模型中采用热焓法处理凝固潜热的释放：  

 ∫
T

sp fLdTTH c
0

)-(1+=)(  （3） 

式中：
 

ρ为密度；k 为导热系数；cp为比热；L 为凝固潜热；fs 为固相率。
 1.3.2 流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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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是速度矢量，p 是压强，μ为动力黏度，F 为体积

力，包括重力和浮力。 

1.3.3 溶质扩散方程 

体积平均两相模型对凝固中的固相和液相分别采用一套微分方程描述其传递现象，其主要进步在于把

微观组织和界面传输现象与宏观传输方程联系了起来。 

液相扩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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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扩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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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 是扩散系数；l=fsd2/6，为固相扩散距离；S=2/d2 为界面处的比表面积；d2 为二次枝晶间距；

角标 s 表示固相，l 表示液相；m 表示溶质。 

1.4 微观模型 

1.4.1 异质形核模型 

为了更准确反映实际情况，3D-CAFE 法采用连续形核模型来处理形核[6, 7]。假设形核发生在一系列不

同的位置上，而这些形核位置可以由连续的分布函数（晶粒密度与过冷度）来描述，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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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为晶粒密度，m
-2（面形核密度），m

-3（体形核密度）；ΔT 为过冷度，K；nmax为最大形核密度，

m
-2（面形核密度），m

-3（体形核密度）；ΔTσ为标准偏差，K；ΔTmax为最大形核过冷度，K。 

dn 是由过冷度 ΔT 的增加引起的晶粒密度的增加，因此某一过冷度下晶粒密度可以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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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过冷度、形核位置分布和晶粒密度的关系：（a）冷却曲线；（b）形核分布；（c）晶粒密度 

1.4.2 枝晶尖端生长模型 

枝晶生长应用 KGT
[6, 7]模型计算得到，在固液界面前沿总的过冷度为： 

 rktc Δ+Δ+Δ+Δ=Δ TTTTT  （9） 

式中：ΔTc为成分过冷度，K；ΔTt 为热过冷度，K；ΔTk 为动力学过冷度，K；ΔTr 为曲率过冷度，K。

对多数合金而言，后三项较小而常常忽略。在数值计算中，常用三次多项式拟合枝晶生长速度 v 和过冷度

ΔT 之间的关系，得到枝晶尖端生长速度的多项式： 

 3
3

2
2 Δ+Δ= TaTav  （10） 

式中：a2和 a3是生长动力学系数，m·s
-1

K
-3。根据表 2 计算出 a2=3.425×10

-8，a3=4.450×10
-8。 

表 2 枝晶生长动力学参数[14, 15] 

溶质 
质量分

数，% 

液相线斜率，
K·%-1 

平衡分配系数 
液相扩散系数，

m2·s-1 

Gibbs-Thomson

系数，K·m-1 

C 0.1 -55 0.34 2.94×10-6 3.3×10-7 

Si 0.5 -11 0.52 1.7×10-9 3.3×10-7 

Mn 18.5 -5.1 0.78 3.66×10-10 3.3×10-7 

Cr 19.5 -4.24 0.86 7.9×10-11 3.3×10-7 

Mo 2 -5.3 0.585 5.46×10-10 3.3×10-7 

N 0.8 -22 0.48 2.72×10-6 3.3×10-7 

图 5 是 2 MPa 压力钢锭晶粒金相形貌，结合 ASTM 标准中单位体积中晶粒数 Nv和单位面积中晶粒数

NA、单位长度上晶粒数的关系 Nv=0.8NA
3/2

=0.5659NL
3，计算得到最大体晶粒密度 nmax,v=1.65×10

9、最大面晶

粒密度 nmax,A=1.62×10
6。最大体过冷度 ΔTmax,v=12K、最大面过冷度 ΔTmax,v=8K、标准偏差过冷度 ΔTσ=2K。 

 

图5 钢锭微观组织：（a）柱状晶竞争生长区；（b）中心等轴晶区 

2.模型验证 

2.1 边界条件 

钢锭凝固过程中，由于凝固收缩和热力耦合的作用钢锭和铸型间产生气隙，在实验条件下气隙内充满

氮气，并随着压力的增大气隙内氮气密度和压力逐渐增大。由文献[8]的论述可知，加压条件下钢锭和铸型

间的传热系数较常压显著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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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液同铸模相接触时： 

 h=h0(1+P/A) （11） 

一旦气隙开始形成： 

 h=1/(1/h0+Rgap) （12） 

 Rgap=1/(k/gap+hrad) （13） 

式中：P 为接触压力，Pa；A 为与压力有关的经验常数；k 为空气导热系数，W·m
-2

·K
-1；gap 为气隙宽

度，m；hrad 为等效辐射换热系数，W·m
-2

·K
-1。由加压铸造数据可知，常压下金属型铸型与金属液界面换热

系数在 1000~2700 W·m
-2

·K
-1 之间，加压下金属铸型与金属液界面换热系数在 3000~7000 W·m

-2
·K

-1 之间。

依据文献探讨结果和铸造软件提供的传热系数经验表，设定 0.15 MPa 初始界面换热系数 h0,c= 2000 

W·m
-2

·K
-1；2 MPa 下初始界面换热系数 h0,2=5000 W·m

-2
·K

-1；3 MPa 下初始界面换热系数 h0,3=6000 

W·m
-2

·K
-1。凝固过程形成的气隙造成的热阻为 Rg，ProCAST 软件依据材料的热力学参数自行计算大小。 

铸锭外壁为空冷，综合换热系数设为 h1=10 W·m
-2

·K
-1；铸锭顶部主要以热辐射的方式向外散热，换热

系数设为 h2=20W·m
-2

·K
-1； Stefan-Boltzman 常数 δ=5.67×10

-8 
W·m

-2
·K

-4；ε为铸模表面黑度系数，取值 0.8。 

2.2 初始条件 

忽略钢液的浇注过程，t=0 时刻，钢液温度等于浇注的温度，铸型在加压炉中吸收余热，会有略微升温

的趋势，因而： 

 T0=Tc （14） 

 Tm=373K （15） 

 TR=298K （16） 

式中：Tc 为浇注温度，K；Tm为铸型初始温度，K；TR 为环境温度，K。 

2.3 测温验证 

为了验证界面换热系数的准确性，探究压力对铸锭-铸模间换热能力的影响，本文利用双铂铑热电偶测

定了 0.15 MPa 和 2 MPa 浇铸压力下钢锭凝固过程中温度的变化过程，并与相同位置点的模拟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因考虑安全因素，3 MPa 压力下的冶炼过程未置入温度测量设备。利用氮氧分析和直读光谱法得到

实验铸锭的化学成分，如表 3 所示，元素质量分数均符合钢种要求。 

表 3 钢锭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凝固压力 C N Si Mn Cr Mo Fe 

0.15 MPa 0.082 0.78 0.41 18.42 18.82 1.87 

Bal. 2 MPa 0.081 0.82 0.46 18.82 19.22 1.75 

3 MPa 0.094 0.86 0.43 17.63 19.65 1.83 

实验用测温热电偶布置如图 6，其中 2 号热电偶测得的冷却曲线连续且无异常，其位置距铸型底部 160 

mm 且插入钢液内 10 mm，实体模型中对应取点位置如图 6 所示。 

由物性参数可知，温度降至 1500K 时钢锭即完全凝固，钢锭组织基本确定，本文选取了 1200 K 作为

数据对比截止点。比较图 7 中两种压力下的实验数据可以看到，浇注初期，热电偶开始接触到钢液造成温

度快速上升，均达到 1700K 以上，随后数秒内由于铸模的激冷和浇注钢液的充型流动，测温点温度出现小

幅度下降和轻微波动，说明测温点数据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由图 6 可见，0.15 MPa 降温趋势模拟结果同实验结果基本一致，2 MPa 模拟结果凝固初期未出现温度

骤降但随后降温趋势同实验结果吻合较好，因此 0.15 MPa 和 2 MPa 压力下模拟采用的界面初始换热系数大

小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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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温度测量：（a）热电偶布置；（b）取点示意图         图 7 0.15 MPa、2 MPa 压力测温及模拟对比 

2.4 组织验证 

本文通过耦合不同的物理场建立了传热+对流+溶质扩散的加压凝固组织模型。图 7 是 2 MPa 铸锭中心

纵剖面凝固组织形貌，对比可见，传热+对流+溶质扩散模型计算所得钢锭凝固组织结构形貌如激冷层、柱

状晶区、CET 转变和中心等轴晶区等与实验结果基本一致。 

 
图 7 铸锭纵剖面凝固组织形貌：（a）预测（b）实验 

3.结果与讨论 

基于温度场和 2 MPa 凝固组织验证，采用传热+对流+溶质扩散模型和相应的初始条件分别对 0.15 MPa

和 3 MPa 压力下铸锭凝固组织进行了预测和验证。图 8 是不同压力下铸锭低倍组织，腐蚀结果清晰的显示

出钢锭凝固组织内的三大晶区、CET 转变和宏观缺陷。其中疏松缩孔出现在钢锭上部，因为在钢液凝固过

程下部钢液凝固较快，在上大下小的铸模内，上部的钢液最后凝固使疏松缩孔集中在上部，另一方面凝固

过程氮气溶解度降低，析出的气体上浮，加重了上部的凝固缺陷。对比三个压力下低倍组织可见，随着凝

固压力的增大，组织更加致密，钢锭内疏松缩孔大幅减少，气泡逐渐消失。 

 
图 8 低倍组织：（a）0.15 MPa；（b）2 MPa；（c）3 MPa 

3.1 宏观组织模拟结果 

图 9 是 0.15 MPa，2 MPa 和 3 MPa 凝固压力下钢锭凝固组织的数值模拟结果，模型中忽略了疏松缩孔

及气孔对凝固组织的影响。通过对比实验和模拟结果，可以清晰的看出模拟所得三种凝固压力下钢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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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剖面凝固组织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钢锭凝固组织分为三个部分，钢锭表面激冷层形成的细小等轴晶，

横向中部为生长发达的柱状晶，心部为等轴晶。 

  
图 9 凝固组织模拟结果：（a）0.15 MPa；（b）2 MPa；（c）3MP 

由图 9 可知，随着压力的增大，柱状晶生长发达、<100>方向晶粒数增多，中心等轴晶区逐渐减小，0.15 

MPa 时，中心等轴晶较多且晶粒粗大，2 MPa 时中心等轴晶区细小狭长，激冷层致密度增加，3 MPa 压力

下钢锭部分位置中心等轴晶几近消失而出现穿晶结构。在铸锭 250mm 高度、30mm 半径处取 20×20mm 尺

寸柱状晶晶粒极图，如图 11 所示。可以看出柱状晶晶粒取向随着凝固压力增大而趋于统一，压力越大，非

<100>取向的晶粒越少，这是因为随着压力增大，柱状晶枝晶尖端生长速度增大，择优取向的晶粒具有更大

的生长优势而占据前沿生长空间[16, 17]，使凝固组织的方向性加强。 

 

图 11 柱状晶极图：（a）0.15 MPa；（b）2 MPa；（c）3MP 

图 11 是三个压力下 175 mm 高度截面的晶粒形貌，对比可知，随着凝固压力增大横截面晶粒更加致密，

激冷层宽度增加，柱状晶细长且直达心部。结合表 4 晶粒尺寸统计数据，可见截面晶粒数由 0.15 MPa 的 6161

增至 2 MPa 的 7502，再增至 3 MPa 的 8131，最大晶粒面积和平均晶粒直径均减小。 

 

图 11 175 mm 高度晶粒分布：（a）0.15 MPa；（b）2 MPa；（c）3MP  

表 4 175 mm 高度截面晶粒尺寸统计 

凝固压力 晶粒数 最大面积，10
-4

m
2

 最大半径，10
-3

m 

0.15MPa 6161 0.95 1.699 

2MPa 7502 1.048 1.443 

3MPa 8131 0.9363 1.395 

3.2 凝固组织微观特征分析 

由图 9 可以看到铸锭上部三个晶区分布突出，为了方便对比，截取 250 mm 高度横截面上过圆心的 20 

mm 宽截片，如图 12（a）、（b）、（c）所示。将各截片晶区沿特征晶界用线描绘出分界（黄色曲线）并标出

平均位置（黑色虚线）然后测量出平均长度。可以看出 0.15 MPa 下激冷层平均厚度仅为 4 mm，中心等轴

晶区平均宽度达到 32 mm；2 MPa 和 3 MPa 压力下边界激冷区平均厚度相似，分别为 10 mm 和 11 mm，较

0.15 MPa 显著增大；中心等轴晶区分别为 18 mm 和 14 mm，减小明显。三个压力下的柱状晶区长度几乎一

致，分别为 40 mm、41 mm 和 42 mm，增长趋势微小。由此说明，在一定范围内凝固压力增大引起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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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系数增大会提高激冷作用，增大激冷层，降低中心等轴晶宽度。 

对比三个切片中激冷层末尾柱状晶的竞争生长区和中心等轴晶两侧的 CET 转变区（黄色曲线覆盖区）

可知：柱状晶的竞争生长范围随着凝固压力的增大而增大，说明冷却加快时柱状晶竞争生长激烈，压力较

小时激冷区具有择优取向的晶粒生长迅速，较早的占据了主要生长空间而结束竞争状态；CET 转变长度随

着凝固压力提高而缩短，因为压力增大提高了凝固后期中心区的温度梯度和凝固速率，促进柱状晶前沿有

效异质形核点的迅速长大[18]，为等轴晶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研究中，因铸锭尺寸较小，且铸锭下

部并无明显由晶粒沉积形成的负偏析等轴晶区，因此本研究中的三个铸锭的 CET 转变是与相应的热状态密

切相关。 

 

图 12 晶区分布：（a）0.15 MPa；（b）2 MPa；（c）3MP 

对上述三个截片的右半部分从心部到边部每隔 2 mm 取一铸锭纵向切片，切片尺寸为 20×20 mm，统计

出每个切片上晶粒个数和晶粒平均直径并绘出其变化趋势，分别如图 13 和图 14 所示。 

0 10 20 30 40 50 6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T
h

e 
n

u
m

b
er

 o
f 

g
ra

in
s

Distance from the central line, mm

 0.15MPa

 2MPa

 3MPa

0 10 20 30 40 50 60

0.45

0.60

0.75

0.90

1.05

1.20

1.35

T
h

e 
a

v
er

a
g

e 
d

ia
m

et
er

 o
f 

g
ra

in
s,

 m
m

Distance from the central line, mm

 0.15MPa

 2MPa

 3MPa

 

    图 13 切片晶粒数                    图 14 晶粒平均直径 

由图 13 可见，晶粒数随着压力增大而增多，但 2MPa 和 3MPa 下计算结果相近。三个压力下晶粒数由

内到外先略有减少再逐渐递增，到竞争生长区快速增加，在激冷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本文认为，激

冷层处的下降点正是竞争生长的转折点。除铸锭边部外，切片晶粒数随着凝固压力增大而增大，边部因 0.15 

MPa 压力下激冷层和竞争生长区较窄出现晶粒数较多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在柱状晶区内因柱状晶生长

足够发达而被多个切片相截断。相对应地，图 14 中晶粒平均直径的变化趋势和晶粒数变化趋势相反，0.15 

MPa 压力下平均晶粒直径在 20 mm 处达到最大值 1.27 mm，2 MPa 和 3 MPa 压力下分别在 16 mm 和 14 mm

处达到最大值 1.15 mm 和 1.12 mm。 

4.结论 

本文建立了加压下铸锭凝固组织生长的多场耦合模型，预测了 0.15 MPa、2.0MPa 和 3.0MPa 凝固压力

下钢锭的凝固组织。得到以下结论： 

（1）0.15 MPa 和 2 MPa 压力下的温度场的数值模拟和实验数据吻合较好，在 1200 K 以上时，二者的

降温趋势相同，偏差小于 25 K，说明初始条件合理，模型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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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宏观组织结果表明，随着凝固压力增大，晶粒更加致密，激冷层宽度增加，中心等轴晶区减小，

柱状晶细长且出现穿晶结构，凝固压力增大可以加速柱状晶生长，同时通过细化铸锭外围组织提高致密度。 

（3）凝固微观组织特征分析表明，随着凝固压力增大，激冷层平均厚度在 0.15 MPa 时为 4 mm，压力

达到 3 MPa 时激冷层平均厚度为 11 mm，中心等轴晶区平均宽度由 32mm 缩小至 14mm。同时，柱状晶的

竞争生长范围随着凝固压力的增大而增大，CET 转变长度随着凝固压力提高而缩短。 

（4）晶粒切片统计显示，晶粒数随着凝固压力增大而增加，晶粒平均直径最大值在 0.15 MPa 时为 1.27 

mm，2 MPa 时为 1.15 mm 以及 3 MPa 时为 1.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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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 对 430 铁素体不锈钢微观组织影响研究 

杜鹏飞，李阳，姜周华，杨光，秦国清，吕剑波，孙萌，姚聪林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通过热力学计算确定了 TiC 在 430 铁素体不锈钢最初凝固阶段的沉积条件，计算得出本实验条件下 430

铁素体不锈钢凝固过程中生成 TiC 颗粒都是由于外加 TiC 微米级粉末。在实验室 MoSi2 条件下，通过热态模拟实

验冶炼 5 炉次不同 TiC 加入量的 430 铁素体不锈钢，TiC 的加入量分别为 0,0.01%，0.02%，0.03%，0.05%。通过

金相显微镜观测发现，随晶粒细化剂加入量的增加，淬火状态下，钢中针状铁素体的数量增加，当加入量增至 0.03%

时，针状铁素体数量最多，继续增加加入量时，无明显变化。晶粒度分析结果表明，晶粒度级别随晶粒细化剂加入

量的增加而增高，当加入量增至 0.03%时，晶粒成等轴晶状态，比较细小；继续增加加入量时，无明显变化。SEM

观测发现 TiC 为不规则四边形，尺寸大约为 6µm。 

关键词：TiC；铁素体不锈钢；微观组织；晶粒细化 

Effect of TiC on the Microstructure of 430 Ferrite Stainless Steel 

DU Peng-fei, LI Yang, JIANG Zhou-Hua, YANG Guang, QIN Guo-qing, LV Jian-bo, SUN Meng, YAO 

Cong-lin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Yang, E-mail: 

liy@smm.neu.edu.cn) 

Abstract：The sedimentary condition of TiC was determined by the thermodynamic calculation in the 

first stage of solidification of ferrite stainless steel. The TiC particles of micron grade powder in the 

ferrite stainless steel are generated as a result of addition. In the laboratory condition, the TiC were added 

in five furnaces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0, 0.01%, 0.02%, 0.03%, 0.05%. Through metallographic 

microscope observation, it found the number of acicular ferrite in steel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mount of grain refining agent in the quenching condition. When the addition amounted to 0.03%, the 

quantity of acicular ferrite was most, and the TiC were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re was no obvious 

change. The results of grain siz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grain level was increased with the addition of 

grain refiner, and when the quantity increased to 0.03%, the grain size was the smalles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further adding. SEM observed that the TiC is an irregular quadrangle with a size 

of 6m approximately. 

Key words：TiC; ferritic stainless steel; microstructure; grain refining 

 

我国是世界第一产钢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消费市场，近年来，在以不锈钢为主的特殊钢领域

中对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细晶粒小的钢具有一系列优异的力学性能和机械性能，研究如何细化钢

铁材料的晶粒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研究开发出微晶甚至亚微晶的新一代钢铁材料及其生产工艺和技术路

线，我国钢材总产量将会降低，进而缓解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问题，钢铁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提高，增强

钢铁企业市场竞争力，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1]。 

目前晶粒细化主要有以下四种方法：强碳氮形成元素的加入、电磁搅拌、快速冷却以及晶粒细化剂的

加入。晶粒细化剂的加入被认为是目前最经济有效的技术，冶炼时，可以通过向金属熔体中添加细化剂来

形成晶核，使粗大的铸态组织变成细小的等轴晶，提高等轴晶比例，实现晶粒细化，从而提高合金的铸造

性能、物理性能、力学性能和机械性能[2]。但晶粒细化剂的应用多集中在有色金属的冶炼，钢铁冶炼中罕

有应用。本文是以先进生产工艺为依托，采用 TiC 作为晶粒细化剂，用于改善连铸坯质量，提升我国特殊

钢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TiC 析出的热力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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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合金元素在奥氏体中都有一个饱和度。如果它在奥氏体中的浓度超过这一饱和度，依据热力学，会

存在过饱和引起的析出驱动能，这将有助于它们的析出。应用浓度积公式可以很好地了解各种微合金元素

的碳化物在奥氏体中的析出行为[3]。 

   log[w(Ti)·w(C)] = 2.75 – 7000/T                               (1.1) 

根据 430 铁素体不锈钢的成分[6]，430 铁素体不锈钢的理论液相线和固相线计算，按照公式（1.2）[4]

和（1.3）[5]计算。 

 

Tl = 1536 - {0.1 + 83.9w[C] + 10w[C]
2
 + 12.6w[Si] + 5.4w[Mn] + 5.1w[Ni] + 1.5w[Cr] - 30w[P] 

-37w[S]-9.5w[Nb]} 

   (1.2) 

  Ts = 1536 - {415.3w[C] + 12.3w[Si] + 6.8w[Mn] + 124.6w[P] + 183.9w[S] + 4.3w[Ni] + 1.4w[Cr] + 

4.1w[Al]}                                                                               （1.3） 

 

由以上公式计算出 430 铁素体不锈钢的理论液相线和固相线温度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430 铁素体不锈钢液相线和固相线温度 

Table 1 Temperature of solidus and liquidus in 430 stainless steel 

 液相线温度 固相线温度 

温度/K 

温度/℃ 

1770 

1497 

1734 

1461 

 

根据固溶度积公式（1.1），可以做出 TiC 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析出溶解曲线关系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不同温度下 TiC 析出溶解度曲线 

Fig. 1 Precipitated solubility curves of TiC at the different temperatures 

 

从图 1.1 中不难发现，本实验条件下冶炼的 430 铁素体不锈钢中所出现的 TiC 夹杂并不属于内在夹杂，

而是是炼钢过程中添加 TiC 所得。 

2 晶粒细化实验 

2.1  实验方法 

本研究在实验室小坩埚条件下，冶炼 1kg 的 430 铁素体不锈钢进行热态模拟实验，实验总共分为五组，

分别加入 TiC 为：0、0.01%、0.02%、0.03%、0.05% 微米级粉末（5~10μm）来考察晶粒细化剂的细化效

果以及最优加入量的确定，TiC 的化学成分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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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iC 的化学成分 

Table 2 Composition of TiC 

材料 
化学成分/% 

C O Si Ti Al Na 

TiC ≤0.05 ≤0.45 ≤0.08 80.3 ≤0.015 ≤0.015 

 

本实验选取 CaO-SiO2-Al2O3-MgO-CaF 五元渣系，渣系组成如表 3 所示。实验过程渣的加入量为钢铁

材料的 5%左右，碱度控制在 2.7。 

表 3 实验用渣料 

Table 3 Slag used for experiment 

初渣二元碱度（R） 
渣料/g 

CaO SiO2 Al2O3 MgO CaF2 

2.7 27 10 5 3 5 

2.2  冶炼钢种成分 

终点钢样成分的检测采用实验室全谱直读光谱分析仪（ARL4460）。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在研究选用的

实验材料及采取的操作条件下，终点钢水满足 430 铁素体不锈钢的成分要求。因为冶炼过程中添加少量铝

进行脱氧[6]，所以铝含量有所增加，含量大约在 0.01%~0.018%之间；终点铬在 16%左右。 

表 4 终点钢样的化学成分 

Table 4 Composition of the terminal steel sample 

炉次 
化学成分/% 

C Si Mn P S Al Cr Fe 

1# 0.042 0.232 0.273 0.022 0.004 0.015 15.768 83.642 

2# 0.041 0.234 0.264 0.023 0.003 0.018 15.964 83.245 

3# 0.053 0.194 0.222 0.025 0.003 0.013 15.628 83.358 

4# 0.044 0.243 0.272 0.025 0.003 0.010 15.580 83.468 

5# 0.049 0.213 0.273 0.024 0.003 0.013 15.586 83.369 

3 实验结果分析 

3.1  晶粒细化剂对 430 铁素体不锈钢晶粒度的影响分析 

将冶炼完成的铸态钢样进行切割、粗磨、细磨、抛光后，腐蚀出晶界。腐蚀液选用 10%的草酸溶液进

行电解，腐蚀电压 5V，腐蚀时间 40~60s
[7]。 

 

        图 2 金相照片 (a)原始钢样; (b)添加 TiC 晶粒细化剂钢样 

          Fig. 2 OM photos (a) The original steel sample; (b) Added TiC grain refiner steel sample 

图 2 是从原始钢样以及添加 TiC 作为晶粒细化剂的钢样中典型的金相图片。采用 CarlZeiss 金相显微镜

（Axio Imager M1m）进行观察，利用《GBT6394-2002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法》中的截点法，得到不同成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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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含量下试样的晶粒度，1#~5#钢样的晶粒度评级后我们发现，原始钢样柱状晶发达，尺寸偏大，粒度级

别都在 2.5 左右，添加 TiC 晶粒细化剂后发生显著变化，等轴晶比例增加，晶粒尺寸更为细小，且当 TiC

含量为 0.03%时，细化效果最佳。当 TiC 含量继续增加时，细化效果基本没有变化，添加 TiC 晶粒细化剂

条件下的铸态试样最高晶粒度级别达到 4.5。 

3.2  晶粒细化剂对 430 铁素体不锈钢微观组织的影响分析 

为了观察奥氏体向铁素体转变过程中晶粒细化剂对晶内针状铁素体生长的影响，将切割后的钢样在马

弗炉（RX-16-13）中升温至 1250℃，保温 5min，然后降温至 1150℃下保温 10min，水淬[8]。从原始钢样、

添加 TiC 的钢样中选取不同成分的金相图片，进行微观组织观察，如图 3、图 4 所示。 

 

图 3 430 铁素体不锈钢的微观组织 

Fig. 3 430 ferrite stainless steel microstructure 

由图 3 可以看出，在淬火状态下，观测原始钢样的微观组织，晶界两侧存在针状铁素体，尺寸较大，

且排列比较疏松。 

  

  

图 4 不同含量 TiC 的铁素体不锈钢微观组织 

（a）0.01%（b）0.02%（c）0.03%（d）0.05% 

Fig. 4 Different levels of TiC ferritic stainless steel microstructure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针状铁素体的数量随 TiC 含量的增加而增多，并且尺寸不断减小，当 TiC 含量达

到 0.03%时呈现最优状态，针状铁素体细小、密集，表现出分割晶粒的状态，起到细化晶粒的效果。当 TiC

添加量达到 0.05%时，铁素体形貌及数量的变化并不明显，基本与 0.03%时相近。 

3.3  钢中 TiC 析出的形态及分布分析 

利用日本岛津公司 SEM（SSX-550）扫描电镜对抛光后的试样进行夹杂物形貌的观测，钢中的原始夹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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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物形貌如图 5 所示。 

        

图 5 TiC 的扫描电镜分析 

Fig. 5 TiC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alysis 

由图 5 中可以看出，钢中 TiC 的形状为不规则四边形，尺寸大约为 6µm，由其形貌和尺寸可以进一步

验证钢中 TiC 晶粒细化剂基本为外来添加所得。 

4  结  论 

（1）TiC 晶粒细化剂的加入，使晶粒内部针状铁素体的数量随着加入量的增加而增加，尺寸随着加入

量的增加而减小，当加入量达到 0.03%时，针状铁素体数量最多，尺寸最小；当细化剂继续增加时，针状

铁素体数量不再增加。相比之下，原始钢样针状铁素体沿晶界生长，数量小，尺寸大。 

（2）通过金相图片以及晶粒度评级表可以发现，原始钢样相同，粒度级别都在 2.5 左右，TiC 可以起到

晶粒细化的效果，当 TiC 含量为 0.03%时，细化效果最佳，当 TiC 含量继续增加时，细化效果基本没有变

化，铸态下最高晶粒度级别达到 4.5。 

（3）通过在金相显微镜及扫描电镜下比较 5 炉钢的微观组织，可以得出，TiC 晶粒细化剂对于 430 铁

素体铁素体不锈钢具有晶粒细化效果，本实验条件下最合适的加入量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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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 加压冶炼工艺及其

组织与性能研究 
焦卫超，李花兵，姜周华，冯  浩，韩  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本文以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 为研究对象，采用真空碳脱氧和分阶段控制压力的加压感应冶炼工

艺进行材料的制备，研究了回火温度、氮和镍含量对其组织、硬度和耐腐蚀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利用加压感应

真空碳脱氧及分阶段控制压力的加压感应冶炼工艺，可实现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 的冶炼并能精确控制钢

中的氮含量。回火温度显著影响 30Cr15Mo1N 的性能，在 200~300℃回火可保证钢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耐腐蚀性能。

氮的加入能避免 δ-铁素体的生成，抑制粗大碳化物析出，并产生细小弥散氮化物。随着氮含量升高，硬度逐渐提

高，耐蚀性先升高，但在氮含量超过 0.41%后，耐蚀性降低。提高镍含量促进钢中二次相析出，降低硬度且使二次

硬化提前，提升耐腐蚀能。为了保证足够的硬度，钢中镍含量不宜超过 1%。 

关键词：高氮航空轴承钢；加压感应冶炼；回火温度；氮含量；镍含量 

Pressurized Induction Smelting Process,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High Nitrogen Aerospace Bearing Steel 30Cr15Mo1N 

JIAO Wei-chao, LI Hua-bing, Jiang Zhou-hua, Feng Hao, Han Yu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Hua-bing, E-mail: 

huabing_li@163.com) 

Abstract：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high nitrogen aerospace bearing steel 30Cr15Mo1N manufactured by 

pressurized induction smelting process, taking vacuum carbon-deoxidization and phased pressure control, 

was adopted as the object of research. The aim of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reveal the effects of the 

tempering temperature, nitrogen and nickel contents on microstructure, hardness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30Cr15Mo1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itrogen content of 30Cr15Mo1N could be controlled 

precisely through pressurized induction smelting process. The tempering temperature had a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properties of 30Cr15Mo1N, and the steel tempered at 200~300 ℃ could obtain higher 

hardness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The addition of nitrogen in steel could avoid the formation of 

delta-ferrite, prevent the segregation of coarse carbides and form fine dispersed nitrides. With the increase 

of nitrogen content, the hardnes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hen the nitrogen content exceed 0.41%. Increasing the nickel content promoted secondary 

phase precipitation, reduced the hardness, accelerated the secondary hardening process and enhanced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However, the nickel content of steel should be no more than 1% in order to obtain 

adequate hardness. 

Key words：high nitrogen aerospace bearing steel; pressurized induction smelting; tempering temperature; 

nitrogen content; nickel content 

 

氮作为重要的合金元素，可显著提高奥氏体和双相不锈钢的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能[1]。随着加压

冶金的发展，氮在马氏体不锈钢的有益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氮加入马氏体不锈钢中可扩大奥氏体相

区，有效抑制 δ-铁素体；在保证间隙固溶强化的同时，可抑制碳化物析出，并伴有细小氮化物的弥散析出，

不仅明显提高钢的强度、硬度，而且基本不恶化韧性。同时，固溶态的氮还可以促进再钝化，提高钢的耐

腐蚀性能[2]。德国开发的高氮马氏体不锈钢 Cronidur30 性能优异，已成功应用于航天飞机燃料泵轴承、航

空发动机主轴承和滚珠丝杠齿轮轴等。 

热处理工艺对马氏体不锈钢的组织和性能有显著的影响，合理的热处理制度能保证其具有高的强度、

硬度和耐腐蚀性能[3]。氮的加入可显著改善马氏体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腐蚀性能，但氮含量多高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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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中析出大量氮化物，从而可能恶化钢的性能[1]。镍元素可改善马氏体不锈钢的韧性，然而过多的镍会使

钢中残余奥氏体含量过多，导致其硬度大幅度降低[4]。然而关于回火温度、氮和镍含量对高氮航空轴承钢

组织和性能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文针对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采用真空碳脱氧和分阶段控制压力的加压感应冶炼工艺进行

材料的制备，并研究回火温度、氮和镍含量对其组织、硬度和耐腐蚀性能的影响，优化高氮航空轴承钢的

热处理工艺和成分，阐明回火温度和氮、镍含量对其组织和性能的作用机制，为高氮航空轴承钢的生产提

供支撑。 

1  加压感应冶炼 30Cr15Mo1N 工艺 

采用东北大学特殊钢研究所开发的 25kg 加压感应炉进行高氮航空轴承钢的冶炼，为了避免加入铝含量

较高的金属铬而导致高氮航空轴承钢中产生氮化铝，本文以超纯铁素体不锈钢 430 为原料，并配加少量超

纯工业纯铁、金属钼、金属硅、金属锰、电解镍。在冶炼过程中，在熔化期采用真空碳脱氧并在浇钢前加

入镍镁合金和稀土铈进行深脱氧、深脱硫。利用高压氮气力下钢液面气相渗氮实现氮合金化，并采用分阶

段控制冶炼和浇铸压力的方式控制钢中的氮含量，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加压感应冶炼 30Cr15Mo1N 流程图 

Fig.1 Process chart of pressurized induction smelting of 30Cr15Mo1N 

由于加压感应炉可通过感应搅拌创造良好的吸氮动力学条件，加  快氮在钢液中的扩散，因此可以通

过高压氮气下钢液面的气相渗氮实现氮合金化。为了防止在凝固过程中由于压力不足导致铸锭产生氮偏析

甚至气孔，在降低浇铸氮分压时，充入部分氩气替代氮气，将浇铸总压维持在 1.5MPa。由图 2 可以看出，

随着浇铸氮分压的降低，铸锭氮含量逐渐下降，表明即使在很短的浇铸过程中，仍然能够快速增氮。因此，

无须添加氮化铬，通过合理匹配冶炼压力和浇铸压力，即可精确控制铸锭氮含量，为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成分见表 1）的开发提供保障。 

 

图 2 浇铸压力对 30Cr15Mo1N 氮含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casting pressure on nitrogen content of 30Cr15Mo1N 

表 1 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 成分 /wt.% 

Table 1 Composition of high nitrogen aerospace bearing steel 30Cr15Mo1N 

C Si Mn N Cr Mo Ni 

0.31 0.52 0.44 0.44 15.17 1.03 0.07 

6 30Cr15Mo1N 组织与性能研究 

2.1  回火温度对 30Cr15Mo1N 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图 3 为回火温度对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 显微组织的影响，可以看出经过低温回火，组织主要

由马氏体和少量未溶解的析出相组成。随着回火温度升高，在 550℃回火后钢中出现大量细小的二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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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火温度升高到 650℃时，细小析出相明显长大。根据文献报道[5]，回火处理可导致钢中碳化物和氮化物

的析出，由于氮化物与马氏体基体的共格程度高于碳化物，会抑制其长大，导致氮化物在钢中细小、弥散

析出，会改善钢的组织和性能。 

利用洛氏硬度计对不同温度回火后的 30Cr15Mo1N 进行检测，结果如图 4(a)所示。可以看出，随回火

温度升高，硬度先下降并在 300℃出现最低点，之后逐渐升高。但在回火温度高于 500℃时硬度急剧下降。

在 300℃出现硬度的下降是由于马氏体晶格畸变减轻及逆转变奥氏体的生成。在 500℃附近析出大量二次

相，产生二次硬化。利用电化学工作站对不同回火温度处理的 30Cr15Mo1N 在 3.5%NaCl 溶液中的耐腐蚀

性能进行研究，如图 4(b)所示。可以看出，除了在 450℃回火的试样，其余均表现出明显的钝化区，表明

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 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能。当电位高于点蚀电位时，电流密度急剧增大，发生

稳态点蚀。450℃回火试样几乎未表现出钝化区，主要是由于钢中析出大量尺寸细小的析出相，析出相周围

存在贫铬区，由于细小析出相间距较小，可能导致贫铬区毗连，大幅扩大贫铬区的范围，导致耐腐蚀性能

急剧下降[6]。随着回火温度的进一步升高，析出相逐渐长大，数量减少，贫铬区毗连对腐蚀的恶化作用降

低。综上，回火温度应选为 200~300℃，以保证足够的硬度和耐腐蚀性能。 

   

图 3 回火温度对 30Cr15Mo1N 显微组织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tempering temperature on microstructure of 30Cr15Mo1N 

(a) 200℃; (b) 550℃; (c) 650℃ 

  

图 4 回火温度对 30Cr15Mo1N 硬度和耐腐蚀性能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tempering temperature on (a) hardness and (b)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30Cr15Mo1N 

2.2  氮含量对 30Cr15Mo1N 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利用加压感应炉冶炼氮含量分别为 0%、0.15%、0.25%、0.41%和 0.52%的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

图 5 为不同氮含量的 30Cr15Mo1N 组织，可以看出 0%N 钢中存在大量 δ-铁素体，会严重恶化钢的力学和

耐腐蚀性能。此外，钢中还存在大量大尺寸沿晶碳化物析出相，此类大尺寸析出相会恶化钢的强度和韧性。

当钢中加入 0.25%氮时，δ-铁素体消失，大尺寸析出相减少，细小粒状析出相增多。当氮含量增加至 0.52%

时，钢中富铬粒状析出相大幅增多。 

图 6(a)为氮含量对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 硬度的影响，随氮含量升高，硬度逐渐增加，这主要

是由于钢中析出相增多，提高了钢的硬度。氮含量对 30Cr15Mo1N 在 3.5%NaCl 中动电位极化曲线的影响

如图 6(b)所示。可以看出 0%N 钢的自腐蚀电位和点蚀电位均显著低于其他含氮钢，耐蚀性很差但仍存在一

定的钝化区。在钢中加入氮后，自腐蚀电位和点蚀电位明显提高。这是由于氮可以促进钝化膜表面 Cr2O3

的富集，并且在腐蚀过程中，固溶态的氮可与 H
+反应生成 NH3 或 NH4

+，提高点蚀坑附近的 pH 值，从而

提高耐腐蚀性能[7]。然而，当氮含量增加到 0.52%时，钢中细小的富铬析出相明显增多，富铬析出相周围存

(b) (a)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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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铬区，在腐蚀过程中易作为亚稳态点蚀的形核位点，因而导致耐腐蚀性能降低。

   

图 5 氮含量对 30Cr15Mo1N 组织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nitrogen content on microstructure of 30Cr15Mo1N 

(a) 0%N; (b) 0.25%N; (c) 0.52%N 

  

图 6 氮含量对 30Cr15Mo1N 硬度和耐腐蚀性能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nitrogen content on (a) hardness and (b)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30Cr15Mo1N 

2.3  镍含量对 30Cr15Mo1N 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利用加压感应炉冶炼氮含量为 0.37%，镍含量分别为 0.13%（0Ni）、1.00%（1Ni）和 2.07%（2Ni）的

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不同镍含量的 30Cr15Mo1N 组织如图 7 所示，相比于 0Ni 钢，1Ni 钢经 475℃

回火后的马氏体板条束的取向更加明显，板条更加细密且平行成束。镍的加入能提高残余奥氏体的稳定性，

导致钢中马氏体板条减少。此外，钢中析出相随镍含量的增加明显增多，0Ni 及 1Ni 钢中的析出相大多分

布于马氏体板条的边界上，而 2Ni 钢中的析出相则均匀的分布在马氏体板条的边界及基体中。 

图 8(a)为不同镍含量 30Cr15Mo1N 的硬度随回火温度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随着镍含量的升高，钢

的硬度逐渐降低，这主要是由残余奥氏体含量增多导致。此外，随着镍含量的增加，二次硬化温度降低。

增加钢中的镍含量，提高了马氏体基体中碳和氮原子的过饱和程度，从而促进碳化物和碳化物的析出，进

而加快二次硬化的过程[8]。300℃回火后不同镍含量的 30Cr15Mo1N 在 3.5% NaCl 溶液中动电位极化曲线如

图 8(b)所示。极化曲线均出现了明显的钝化区，且随着钢中镍含量的增加，点蚀电位逐渐增加，维钝电流

密度（Ip）逐渐降低，表明 30Cr15Mo1N 的耐蚀性逐渐增强。研究表明[9]，高氮钢中镍和氮的协同作用能促

进钝化膜中铬的富集，进而提高材料的耐点腐蚀性能。 

   

图 7 镍含量对 30Cr15Mo1N 组织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nickel content on microstructure of 30Cr15Mo1N 

(a) 0.13%Ni; (b) 1.00%Ni; (c) 2.07%Ni 

(c) (b) (a) 

(b) (a)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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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镍含量对 30Cr15Mo1N 硬度和耐腐蚀性能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nickel content on (a) hardness and (b)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30Cr15Mo1N 

3  结  论 

1)利用加压感应真空碳脱氧及分阶段控制压力的加压感应冶炼工艺，可实现高氮航空轴承钢

30Cr15Mo1N 的冶炼，并能精确控制钢中的氮含量。 

2)回火温度显著影响 30Cr15Mo1N 的性能，在 200~300℃回火可保证其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耐腐蚀性能。 

3)氮的加入能避免 δ-铁素体的生成，抑制粗大碳化物析出，并产生细小弥散氮化物。随着氮含量升高，

硬度逐渐提高，耐蚀性先升高，但在氮含量超过 0.41%后，耐蚀性降低。 

4)提高镍含量促进二次相析出，降低硬度且使二次硬化提前，增强耐蚀性。为了保证足够的硬度，钢

中镍含量不宜超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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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截面双极串联抽锭式板坯电渣重熔工艺优化与

应用 

郭宏磊，毕殿阁，薛帅斌 
（河钢集团 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结合舞钢电渣炉生产实践，针对大截面抽锭式板坯电渣炉的技术难点，开发了四种适合抽锭的渣系；设计并

改进了结晶器内壁的弧度；创新了熔速控设计模式和锭体冷却工艺。通过一系列的工艺改进和优化，使舞钢电渣锭质

量保证能力大幅提升。 

关键词：板坯电渣炉；渣系；结晶器；熔速；冷却工艺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Wugang large slab electroslag 

furnace aerosol cooling technology  

GUO Hong-lei, Bi Dian-ge, Xue Shuai-bin 
(First Steelworks of Wuy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 Wugang, 462500 , China)  

Abstract: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ugang ESR aerosol cooling process, including the mist cooling device, 

gas water ratio, aerosol devices with the mould lifting time, cooling distance control. The technology has 

obtained the good effect on electroslag furnace in Wugang. 

Key words: Electroslag furnace; Mist cooling; The ratio of air to water; Rise time; Distance 

control 

 

电渣重熔与其它冶金方法相比，有着钢液纯净、冶金反应条件好、内部组织致密等优点，电渣型特厚

钢板是制造重型先进装备的关键材料。传统的电渣炉多为圆形结晶器，如用电渣圆锭生产特厚钢板，必须

经过锻造拍扁工序，增加了生产成本。国内虽有一些板坯电渣锭生产厂家，但最大截面厚度只有 762mm，

生产特厚钢板时压缩比不够，难以满足要求。此外，抽锭式电渣炉能够减少结晶器铜板投入和降低锭高对

厂房高度的要求，依据近终型设计原则，大截面抽锭式的板坯电渣炉才是生产高附加值特厚钢板的最优选

择，但该项工艺存在以下技术难点： 

1) 抽锭式电渣炉对电渣锭表面质量要求较高，现有渣系不能满足其生产工艺要求； 

2) 大截面电渣锭生产过程中，金属熔池深度不易控制，一旦熔池偏深，则会产生疏松、偏析等内部质

量缺陷； 

3) 需要设计大截面的矩形结晶器，以满足冷却均匀性和钢锭收缩变形需要，同时要考虑锭体窄边形状

对轧制重边量的影响。 

1  工艺优化思路 

1) 针对抽锭式电渣炉对渣系的要求，以氟基渣系相图为理论指导，在 CaF2、Al2O3、CaO 三元渣系基

础上，通过添加少量的 SiO2、MgO，成功开发出四种适合抽锭的五元渣系； 

2) 为有效控制大截面电渣锭的金属熔池深度，从向系统供热方面，创新性提出了一种“由低到高再到

低”的熔速控制模式。从系统散热方面，成功开发了电渣锭二次冷却工艺，包括风冷和雾冷，使金属熔池深

度得到了有效控制； 

3) 针对大截面电渣扁锭的冷却特性，根据结晶器内热场分布和锭体不同部位换热速度不同，在直边矩

形结晶器的基础上，设计开发了与锭体收缩变形相适应的内壁呈弧形的矩形结晶器。此外，对结晶器窄边

尺寸进行了改进，单侧拱高由原来的 100mm 增大到 200mm，以弥补轧制重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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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艺改进与优化内容 

2.1  开发了四种适合抽锭的渣系 

渣系对电渣锭表面质量有重要影响。在合理的电渣工艺制度下，金属熔池具有圆柱段部分，熔池上升

过程中，由于金属液体有一定的过热度且明显高于渣的熔化温度，会使部分已凝固的渣皮重新熔化，使渣

皮薄而均匀，金属在这层渣皮的包裹中凝固，这是电渣锭获得光洁表面的基本条件[1]。电渣重熔过程中，

钢锭成型过程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可见，熔点低、粘度小、传热效果好的渣有利于改善电渣锭表面质量，

但抽锭式电渣炉在探索渣系过程中，还必须考虑渣膜塑性、强度、摩擦系数等性能。否则，抽锭过程中一

旦渣皮破裂，则有可能造成漏钢漏渣事故，带来经济损失[2]。 

 

图 1  钢锭成型过程示意图(1-渣平面；2-熔渣；3-渣膜；4-金属平面；5-金属熔池圆柱段；6-金属凝固初生坯壳；7-收缩间隙) 

Fig. 1 The ingot solidification process 

对渣系中常见组元 CaF2、CaO、Al2O3、MgO、SiO2的特性进行了研究，并探索试验了很多种渣系，走

了不少弯路，曾经使用过的渣系见表 1。 

表 1  生产中曾使用过的渣系类型 

Table 1 The slag type in the refining process 

 系 CaF2 Al2O3 CaO SiO2 MgO 

4:3:3 

6:2:2 

ANF-6 

40 

60 

70 

30 

20 

30 

30 

20 

— 

— 

— 

— 

— 

— 

— 

使用过程中发现：4:3:3 渣系粘度大、熔点高、流动性差，生产过程中渣温普遍偏高，埋入深度偏深不

易控制；6:2:2 渣系熔点偏低（1240～1260℃），重熔时形成的渣皮薄，抽锭过程很容易破裂；ANF-6 渣系

粘度随温度变化较大，电渣锭抽锭后局部漏钢、漏渣现象严重，产生重皮，表面质量不好。 

常用的三元渣系不能满足抽锭式电渣炉生产需要，我们在 CaF2、Al2O3、CaO 三元渣系基础上，添加

少量的 SiO2、MgO，通过不断摸索和尝试，成功开发了四种抽锭式五元渣系. 

使用上述渣系生产时，渣膜厚度均匀，表面渣沟、粘连、重皮现象消失，满足了抽锭式电渣炉的使用

要求。此外，采用上述渣系进行生产时，重熔电耗最低至 1100kWh/t，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低约 200kWh/t。 

2.2  对熔速控制和锭体冷却工艺进行了优化 

大截面电渣锭生产过程中，金属熔池深度不易控制，一旦熔池偏深，则会产生疏松、偏析等内部质量

缺陷。对此，我们从系统供热和散热两个方面考虑，对熔速控制和锭体冷却工艺进行了优化。 

为减少供入热量，一方面对平均熔速进行下调；另一方面，对熔速设计模式进行优化，生产初期，采

用低熔速控制，打好凝固基础，随着锭体抽出及二冷的投用，再逐步提高熔速，保证供热与散热相匹配，

进补缩前 8～10t，开始逐步降低熔速，进一步促进熔池变浅，为补缩创造条件。工艺优化前后的熔速设计

情况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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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艺优化前后的熔速设计情况 

Fig. 2 The slag melting sepeed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ition 

为加快系统散热，我们开发了电渣锭二次冷却工艺，包括风冷和雾冷两个方面。实现了对结晶器下方

已脱出电渣锭进行二次冷却，从而加快钢液凝固，促进熔池变浅。图 3 为二冷装置示意图。 

 

图 3  二冷装置示意图 

Fig. 3 The schematic of secondary cooling zone 

2.3  对大截面矩形结晶器进行了设计和改进 

电渣重熔结晶器是生产电渣钢锭的核心主体设备，它使电渣重熔过程中钢液在结晶器中逐渐结晶成电

渣钢锭。 

传统的直边内壁结晶器的铜板为平面，这种结晶器不适合大截面板坯电渣锭的生产，与电渣重熔工艺

属性不匹配。电渣重熔系统中，两电极之间为高温区，对应的电渣锭中间也为高温区，中间部位凝固速度

慢，电渣锭收缩变形量小，而两侧越靠近结晶器角部，越靠近二维传热（宽边+窄边），冷却速度快，电渣

锭收缩变形量较大。如采用直边内壁，则电渣锭中间部位紧贴结晶器铜板，增大抽锭阻力；电渣锭两侧与

结晶器铜板产生空隙，增加了漏钢缝隙。其次，采用直边内壁结晶器生产出的电渣锭也为直边，电渣锭轧

制过程中，钢板的重边量增大，降低了电渣锭的成材率。 

鉴于以上两点，设计开发了带弧度的矩形结晶器，宽边弧度拱高 15～20mm，窄面弧度拱高 700、760

型结晶器为 40～80mm，960 型结晶器为 80～120mm，有效解决了直边内壁结晶器存在的问题。 

今年 2 月份，为进一步降低电渣锭轧板的重边量，我们对其中一个结晶器的窄边拱高进行了增大试验，

单侧拱高由 100mm 增大到 200mm，钢板重边量与之前相比减少了约 50%。 

3  应用情况 

采用优化后的工艺成功生产出了截面为 960×1900mm、760×1900mm、700×1900mm 三种规格的大

型板坯电渣锭，最大锭重 53t。轧制钢板满足 GB/T2970-2004 Ⅰ级探伤最大厚度达 420mm，质量保证能力

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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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 普通的三元渣系不适合抽锭，在此基础上适当加入 SiO2、MgO，能够改善渣膜性能，满足了抽锭式

电渣炉的需要。 

2) 工艺优化后，电渣锭探伤合格率由 80%提高到 96%以上，证明我们从熔速和冷却方面采取的措施是

有效的。 

3) 通过增加结晶器窄边拱高，减少钢板重边量，对提高电渣锭成材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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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含量对模拟工业海洋环境下耐候钢腐蚀性能的

影响 
付贵勤，李东亮，李  青，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研究以自行冶炼、轧制的不同 Ni 合金含量的耐候钢为实验材料，根据工业海洋大气环境境中腐蚀介质的

特征，以 NaHSO3 与 NaCl 的混合溶液作为腐蚀介质，通过干湿周期加速腐蚀实验，并采用 SEM 等手段和失重分

析 Ni 含量对模拟工业海洋大气环境下耐候钢腐蚀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随 Ni 含量增加，耐候钢腐蚀深度降低，

耐腐蚀性能增加，Ni 含量较低时（0.20%增加到 0.42%），腐蚀深度明显降低；N 含量较高时（1.50%升高到 3.55%）

仅对腐蚀前期起作用，腐蚀后期无明显效果。耐候钢锈层无分层现象，且表现出明显的内锈层生长机制；而且含

3.55%Ni 的实验钢锈层未表现出单一海洋大气环境下表现出的阳离子选择性。 

关键词：耐候钢；腐蚀性能；阳离子选择性；协同作用 

Effect of Ni Content on Corrosion Properties of Weathering Steel 

under Simulated Industrial-marine Atmosphere 

FU Gui-qin, LI Dong-liang, LI Qing,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FU Gui-qin, E-mail: 

fugq@smm.neu.edu.cn) 

Abstract：Four kinds of weathering steel which have been designed, smelt, and rolled with different 

contents of Ni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Cyclic wet-dry immersion test has been applied to study the 

corrosion behavior of experimental steel under simulated industrial marine and marine atmosphere with 

methods such as SEM and weight loss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nti-corrosion performances 

of experimental steel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i content in simulated industrial- marine atmosphere 

especially when Ni content was low. The corrosion behavior show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Cl
-1 

and SO2. Ni showed no evident effect on later-stage corrosion performance of 

experimental steel as Ni content increase from 1.50% to 3.55%. Moreover, the steel with 3.55% Ni did 

not show cation selectivity. 

Key words：weathering steel; corrosion performance; cation selectivity; synergistic effect 

 

耐候钢中由于添加了少量的 Cu、Cr、Ni 等合金元素可形成连续致密的锈层，与碳钢相比具有更好的

耐蚀性能[1]，广泛用于集装箱、桥梁建设等。其中跨海大桥用钢由于其所处的海洋腐蚀性环境不但要求钢

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还要求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为了解决一般耐候钢抵御盐腐蚀的能力较差的问题，

研究者进行了大量探索，如新日铁开发出含 3% Ni 的耐盐桥梁用耐候钢[2,3]。 

研究认为，Ni 元素存在于锈层中，可以部分替代铁原子使锈层具有阳离子选择性，抑制 Cl
-1 等阴离子

穿过锈层与铁基体进一步发生反应，从而减缓了腐蚀进程；锈层的致密程度影响锈层阳离子选择性的作用

效果，锈层的致密性越高，锈层的阳离子选择性作用效果越明显[4-7]。前人对于 Ni 元素的阳离子选择性进

行了大量研究，但是都集中于单一 Cl
-1 环境中，关于大气环境中同时存在 SO2 与 Cl

-1时 Ni 在锈层中的作用

机理、阳离子选择性的研究鲜见文献报导。实际上，我国广大沿海城市多为工业海洋大气环境，耐候钢在

SO2 与 Cl
-1 同时存在时其腐蚀行为与单一 Cl

-1 环境下不同，SO2的作用下 Ni 对于锈层的作用机理值得深入

研究。笔者在前面的研究工作[5]中证实，单一 Cl
-1 环境下含 Ni 3.44%的耐候钢表现出阳离子选择性且与 Ni

在锈层中的含量有关。本研究以含 Ni 含量不同的耐候钢为研究对象，以 NaHSO3与 NaCl 的混合溶液作为

腐蚀介质，采用干湿周期加速腐蚀实验研究 Ni 含量对耐候钢工业海洋气氛下腐蚀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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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 

实验钢经 200 kg 的真空感应炉冶炼、浇铸、锻造成 80 mm×80 mm×400 mm 热轧坯料，空冷至室温。

对所冶炼的实验钢锭进行成分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钢化学成分（质量百分比）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al steels (wt%) 

NO. C Si Mn Cu Ni Nb +Ti P S Fe 

1# 0.045 0.25 0.73 0.30 0.20 <0.075 0.019 0.002 Bal. 

2# 0.035 0.22 0.75 0.31 0.42 <0.075 0.020 0.002 Bal. 

3# 0.040 0.23 0.71 0.30 1.50 <0.075 0.018 0.001 Bal. 

4# 0.036 0.23 0.71 0.32 3.55 <0.075 0.025 0.002 Bal. 

将锻造后的热轧坯料用 450 热轧机组进行轧制成 12 mm厚钢板。然后以 15 ℃/s 的速度水冷至 500 ℃，

最后空冷至室温。从钢板上截取干湿周浸实验用钢，经线切割并钻孔，试样表面经打磨光滑并清洗、干燥。

为标记内外锈层对 SEM 试样表面喷金（前人研究表明 Au 不影响锈层演变行为[8）。腐蚀介质为 0.1 mol/L

的 NaCl+0.01 mol/L 的 NaHSO3 溶液，溶液温度恒定为 40℃，干燥期箱内温度为 45℃，同时恒定湿度为

(38±2)%。每个干湿循环周期为 80 min，其中浸没时间为 18 min，非浸湿时间为 62 min。试验总共进行 336 

h。采用 SSX-500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钢样腐蚀后的锈层表面微观形貌，采用 EMPA 进行合金元素分布线

扫描和面扫描。 

2 结果与讨论 

2.1  实验钢轧态金相显微组织 

  

  

图 1 四种实验钢金相显微组织 

Fig. 1 Microstructure of four experimental steels (a) No.1；(b) No.2；(c) No.3；(d) No.4；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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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钢中 Ni 含量对金相组织的影响。0.20%Ni 的实验钢组织主要由多边形铁素体和少量珠光体组成

如图 1(a)所示。当 Ni 含量增加到 0.42%时，其组织结构与 0.20%Ni 实验钢的一致，但是多边形铁素体晶粒

明显减少。这主要是因为钢从奥氏体向铁素体转变是碳和合金元素的扩散和再分配过程，在铁素体的相变

过程中，Ni 元素在铁素体和奥氏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建立局部平衡，所以 Ni 元素的扩散抑制了铁素体

的长大。 

当 Ni 含量增加到 1.50%时，实验钢的组织结构由准多边形铁素体、针状铁素体和粒状贝氏体组成。这

主要是由于 Ni 元素能够增加过冷奥氏体的稳定性，在相变过程中，降低铁素体的转变温度，抑制奥氏体向

多边形铁素体的转变。当 Ni 含量增加到 3.55%时，其组织类型与 1.50%Ni 实验钢类似，但是准多边形铁素

体的体积分数减少。Ni 元素能够使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图的 C 曲线右移，降低贝氏体开始转变和结束转变

的温度，增大了贝氏体转变区间，增加过冷奥氏体的稳定性，提高了过冷奥氏体中的畸变能，促进奥氏体

内贫碳区针状铁素体形核，提高 Ni 含量能够促进实验钢的组织由铁素体向贝氏体转变。 

2.2  腐蚀动力学 

由图 2 可见，四种实验钢的腐蚀深度都随着腐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即在模拟工业大气环境下，腐蚀

在持续进行，但是增长趋势逐渐变缓，说明四种实验钢随着腐蚀的进行，其腐蚀程度逐渐减缓。对比四种

实验钢发现，Ni 含量 0.20%的实验钢，其腐蚀深度远远大于其他三种实验钢，说明 Ni 含量从 0.20%提高到

0.42%能够显著提高实验钢在模拟工业海洋大气下的耐腐蚀性，Ni 含量从 0.42%提高 3.55%，对实验钢的耐

腐蚀性能作用不明显。整体来看，Ni 含量从 0.20%到 3.55%，其在相同腐蚀时间下的腐蚀深度逐渐降低，

说明 Ni 元素能够提高实验钢的耐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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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种实验钢的腐蚀深度 

Fig. 2 Corrosion depths of four experimental steels 

 2.3  锈层截面形貌及合金元素分布 

实验钢的锈层截面形貌图如图 3 所示。从图 3 中可以看出，Ni 含量不同的耐候钢内锈层厚度均远远大

于外锈层厚度， 锈层生长呈现出从钢基体表面向内生长的特点。而且当 Ni 含量升高时，锈层厚度有所降

低，3.55%Ni 实验钢的外锈层厚度和内锈层厚度都比其他三种实验钢小。这就说明，Ni 元素含量从 0.20%

升到 0.42%，对钢基体的保护作用是通过增加内锈层的厚度来增加腐蚀介质到达钢基体的阻力。当 Ni 含量

增加到 1.50%时，外锈层的厚度明显增加，内锈层的厚度明显减少，说明这时候增加 Ni 含量可以增加前期

锈层的厚度，可以阻挡后期腐蚀过程中腐蚀介质的通过，从而有效的保护钢基体。当 Ni 含量增加到 3.55%

时，其内锈层和外锈层厚度都明显降低，而 3.55%Ni 的实验钢的腐蚀速率是四种实验钢中最小的，说明 Ni

含量增加到 3.55%能够较快的形成致密性好的外锈层，从而可以有效阻止后期的腐蚀。 

比较四种实验钢的锈层截面形貌发现，锈层截面均有裂缝和空洞，且主要存在于内锈层，而外锈层均

致密且缺陷少。锈层中的裂缝大多平行于钢基体表面的方向生长，少数的裂缝沿与钢基体垂直的方向生长。

锈层与钢基体的界面凹凸不平，一般呈半圆状凹陷在钢基体表面，凹陷程度会随着 Ni 含量的增加而更加明

显。这主要是由于随着 Ni 含量的增加会使得内锈层致密度较好的腐蚀产物含量增加，可以阻止腐蚀介质在

腐蚀产物中的扩散，这时候腐蚀介质只能通过致密腐蚀产物中的裂缝进行扩散，就会发生裂缝腐蚀，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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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就会伴随着隧道腐蚀，会在已生成的锈层下面就像隧道一样发生腐蚀反应，使得钢基体呈现凹陷状的

腐蚀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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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锈层截面 SEM 图 

Fig. 3 Cross-sectional morphologies of the rust layers formed on No. 1 (a), No. 2 (b), No. 3 (c) 

and No. 4 (d) steels after 336 h cor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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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锈层截面合金元素分布：No.1 (a), No.2 (b), No.3 (c) and No.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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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Alloy elements distribution in cross-section of rust layers formed on steels after 336 h corrosion 

实验钢腐蚀 336 h 的锈层截面合金元素分布如图 4 所示。从图 4 中可见，实验钢的横截面进行了 Au、

Ni、Cl、S 和 Na 元素的线扫描，Au 元素作为区分内外锈层的界线，合金元素 Ni 在内、外锈层并没有明显

的区别，腐蚀电解质中的 S 元素在内、外锈层中分布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而 Cl 元素在内锈层尤其是锈层的

裂缝处出现了含量高于外锈层的富集现象，这说明内锈层中的裂缝处为 Cl
-1提供了通道，当 Ni 含量增加到

3.55%时，Cl 元素仍然在内锈层处富集，未呈现出笔者在前面的研究工作[5]中证实的单一 Cl
-1 环境下含 Ni 

3.44%的耐候钢表现出的阳离子选择性。 

3  结  论 

1)随 Ni 含量增加，耐候钢腐蚀深度降低，耐腐蚀性能增加，Ni 含量较低时（0.20%增加到 0.42%），

腐蚀深度明显降低；N 含量较高时（1.50%升高到 3.55%）仅对腐蚀前期起作用，腐蚀后期无明显效果。 

2)耐候钢锈层截面无明显分层现象，且表现出明显的内锈层生长机制。 

3)含 3.55%Ni 的耐候钢锈层未表现出单一海洋大气环境下表现出的阳离子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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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湿热工业大气中低碳钢的腐蚀特征 

李东亮，付贵勤，朱苗勇，李  青，银呈祥，贾雄飞，白鹏飞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简述了本实验室前期部分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手段为湿/干周期浸润加速腐蚀实验，包括：沿海湿热工业

大气对低碳钢的侵蚀特征和 Ca、Si、Al 对桥梁钢腐蚀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沿海工业大气；湿热环境；电化学反应；锈层；桥梁钢；合金元素 

Corros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ld Steel in Humid and Hot Coastal 

Industrial Atmosphere  

Li Dong-liang, Fu Gui-qin, Zhu Miao-yong, Li Qing, Yin Cheng-xiang, Jia Xiong-fei, Bai 

Peng-fei 
(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u Miao-yong, E-mail: 

myzhu@mail.neu.edu.cn ) 

Abstract：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reliminary work of our laboratory, including: the ero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id and hot coastal industrial atmosphere and the effect of Ca, Si and Al on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bridge steel were studied mainly by wet/dry periodic infiltration accelerated 

corrosion experiments.  

Key words：coastal industrial atmosphere; humid and hot environment;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rust 

layer; bridge steel; alloying elements 

 

钢材性能的提升从根本上推动了现代大型桥梁的发展。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大型桥梁建设进入

快速发展时期，并逐步向重载、高速、轻量化、大跨度迈进。近 10 年来，我国跨海大桥建设也迅速兴起，

数量和规模不断跻身世界前列。按照用途，桥梁分为铁路桥梁和公路桥梁。但由于施工和服役环境异常复

杂、恶劣，跨海大桥需特殊对待。它要求桥梁用钢不但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焊接性能，还必须有足够的耐

腐蚀性能，以实现使用寿命达 100 年的耐久性目标。然而，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桥梁的服

役安全和使用寿命还存在很大差距。工业、贸易、车船保有量快速增长，消耗了大量化石燃料。长期重发

展轻环保，导致大气中以 SO2为代表的工业尾气不断增加。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SO2与 Cl
-长期共

存已成常态，大气腐蚀形势日益严峻。夏秋季节的湿热多雨天气明显延长(L-)了钢表面电解液膜的润湿时间

(TOW)，不但加速钢的均匀腐蚀，还会加剧点蚀、缝隙腐蚀、疲劳腐蚀等，给桥梁的运行安全带来巨大威

胁。随着我国大气坏境的恶化，耐候钢大量应用于桥梁建设已势在必行。熟悉环境腐蚀特点并预存腐蚀余

量是开发和选择桥梁钢的基本要求。迄今为止，我国相继出台了四个桥梁用钢标准，分别是 GB/T 714-65、

GB/T 714-2000、GB/T 714-2008、GB/T 714-2015，并在 2015 版中正式收列了耐大气腐蚀钢。但新标准在应

用实践、配套设施和耐候级别等方面，都滞后于当前跨海大桥的需求。而且，Cl
-、SO2和 L-TOW 共存的严

峻的沿海工业大气中，桥梁钢的腐蚀研究还处于空白。为此，我们主要通过室内加速实验(和室外暴露试验)

做了一系列研究，以为跨海大桥用钢的开发和选材提供支撑。 

1 实 验 

1.1  实验目的 

a、通过商品钢的腐蚀行为，描述沿海湿热工业大气环境(Cl
-、SO2 和 L-TOW)的侵蚀特征； 

b、参照 GB/T 714-2008、JIS G3114-2008 和 ASTM A709/A709M-2007 等标准，设计常温可焊性耐候桥

梁钢，考察该试验钢在该环境条件中的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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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阐述沿海湿热工业大气对钢材的侵蚀机理以及合金元素对钢材腐蚀性能的作用规律； 

实验用钢的化学成分(略)。 

1.2  实验方法 

a、按照相应腐蚀实验标准制备样品(略)； 

b、室内模拟实验参照 TB/T 2375-1993《铁路用耐候钢周期浸润腐蚀试验方法》进行。腐蚀介质为 0.1 

mol/L NaCl+0.01 mol/L NaHSO3溶液[CS]。实验每周期 80 min，包括浸润、潮湿和干燥三个步骤：干燥 16 min，

温度 45℃，相对湿度 RH=38%；浸润 18 min，温度 42℃；潮湿阶段的 RH＞80%。采用递增式取样方法，

每种试样每次取 5 个； 

c、室外暴露试验参照 GB/T 14165-2008《金属和合金 大气腐蚀试验 现场试验的一般要求》进行。暴

露地点：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沿海工业大气环境)；距离海边 7.5 km、距地面高度 4-5.5 m，朝向正南(海

边方向)，倾斜角度 45º；暴露时间：2014.2-2017.8；递增式取样，每种试样每次取 5 个； 

d、用 pH 计测量锈层内滴落溶液的 pH 值；机械+化学除锈，采用失重法描述动力学腐蚀曲线；形貌

分析采用高清数码相机、带能谱的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EDS)；物相分析采用 X 射线衍射仪(XRD)、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用电化学工作站分析试验钢带锈试样的交流阻抗(EIS)。 

2 大气腐蚀特征 

2.1  腐蚀动力学 

 

图 1 商品钢腐蚀深度曲线 

Fig.1 Corrosion depth curves of commercial steels 

(a) Q235B [C]; (b) Q235B [CS]; (c) SPA-H [CS] 

图 1 为商品钢在模拟沿海湿热大气遭受 SO2污染前[C]后[CS]的腐蚀深度曲线。随腐蚀时间延长，商品

钢的腐蚀深度均增加，但增幅减小，说明锈层的形成阻止了腐蚀介质的入侵，抑制了钢的快速腐蚀。商品

钢腐蚀 336 h 的腐蚀深度顺序为 Q235B [C]＜SPA-H [CS]＜Q235B [CS]，说明 SO2污染会加重 Q235B 钢的

腐蚀，而添加某些合金元素(如 SPA-H 钢)可以改善钢的耐腐蚀性能。 

表 1 腐蚀深度曲线拟合结果 

Table 1 Curve fitting results of corrosion depth 

商品钢 拟合方程 回归系数 

(a) d=2.00t0.65 R2=0.995 

(b) d=2.67t0.63 R2=0.997 

(c) d=1.60t0.71 R2=0.998 

表 1 为商品钢腐蚀深度的曲线拟合结果，回归系数均大于 0.99。拟合方程为幂函数 d=At
n，d 为腐蚀深

度，t 为腐蚀时间，A、n 是与环境和材料相关的常数。A 为初始单位腐蚀，n 为腐蚀趋势，n＜1 锈层具有

保护性。拟合结果显示，SO2污染后[CS]，Q235B 钢的 A 值增大、n 值减小，说明 SO2 污染会加速钢的初

始单位腐蚀，但对腐蚀趋势有一定抑制作用；添加某些合金元素(如 SPA-H 钢)可以降低钢的初始单位腐蚀

量，但可能会增大腐蚀趋势。 

2.2  腐蚀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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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锈层截面 SEM 图 

Table 2 SEM images of rust sections 

商品钢 48 h 144 h 336 h 

(a) 

   

(b) 

   

(c) 

   

表 2 为商品钢不同腐蚀时间的锈层截面 SEM 图。[C]锈层外部疏松、内部致密，而[CS]锈层则相反，

说明 SO2 的参与抑制了 Cl
-对外锈层的破坏。随腐蚀时间延长，[C]内锈层致密性增强且与钢基体结合更加

牢固；而[CS]锈层外表层表现致密，内部疏松区却一直扩大，还出现了裂纹和锈巢，锈层结构破坏严重；

添加某些合金元素(如 SPA-H 钢)可以改善[CS]锈层的致密性和稳定性，阻止 SO2 的酸化侵蚀。 

2.3  腐蚀产物和溶液 pH 

 

图 2 脱落锈 XRD 图谱和滞留[CS]腐蚀液 pH 值 

Fig.2 XRD pattern of shedding rust and pH of retained [CS] solution 

图 2 为[CS]脱落锈的 XRD 图谱及锈层中滞留腐蚀液的 PH 值。脱落锈主要由 NaCl、Na2SO4、α-FeOOH、

β-FeOOH、γ-FeOOH 和(γ-)Fe2O3 组成，其中 NaCl、Na2SO4 来源于腐蚀介质或其产物，其余为钢的腐蚀产

物。锈层中[CS]腐蚀液的初始 pH＜4，随腐蚀时间延长，pH 升高后趋于稳定，说明 SO2的参与会降低腐蚀

液的 pH 值，初期的阴极反应中还会有 H
+的还原或产生少量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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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桥梁钢腐蚀性能 

3.1  腐蚀动力学 

 

图 3 试验钢腐蚀深度曲线 

Fig.3 Corrosion depth curves of testing steels 

(a) Base steel; (b) Bs+0.23Si; (c) Bs+0.43Al; (d) Bs+0.001Ca 

图 3 为试验钢在模拟沿海湿热工业大气[CS]中的腐蚀深度曲线。随腐蚀时间延长，试验钢的腐蚀深度

均增加、增幅减小，钢的腐蚀速度随锈层生成而降低。试验钢腐蚀 336 h 的腐蚀深度顺序为 Bs+0.43Al＞Base 

steel＞Bs+0.23Si＞Bs+0.001Ca，说明提高 Si 含量、Ca 处理均可以改善钢材在该大气[CS]中的腐蚀性能，而

添加 Al 却不能。 

3.2  腐蚀形貌 

  

  

图 4 锈层截面 SEM 图 

Fig.4 SEM images of rust sections 

图 4 为试验钢腐蚀 336 h 的锈层截面 SEM 图。腐蚀前先在试样表面进行喷金，以表征锈层的生长趋势

或反应粒子的主要迁移方向。结果显示，外锈层致密且脱落很少，内锈层厚度约是外锈层的 3-6 倍，说明

Cl
-、SO2 和 L-TOW 共同作用对钢的侵蚀是严重的；提高 Si 含量(b)和 Ca 处理(d)均可以增强锈层的致密性

和稳定性，阻止腐蚀粒子对钢的侵蚀；而提高 Al 含量(c)不能有效阻止该大气环境对钢基体的侵蚀。 

3.3  腐蚀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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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锈 XRD 图谱 

Fig.5 XRD patterns of rust 

图 5 为试验钢腐蚀 336 h 的锈层在研磨、混匀之后测得的 XRD 图谱。结果显示，腐蚀产物锈主要由无

定型晶体和少量晶体 α-FeOOH、β-FeOOH、γ-FeOOH、Fe3O4 组成；Si 是促进腐蚀产物结晶的，Al 和 Ca

则为抑制。主要晶体种类与钢的类型或添加的合金元素无关，但其结晶数量会受到合金元素种类和数量的

影响。腐蚀产物结晶与锈层保护性没有直接联系，稳定性较高的 α-FeOOH 晶体数量增加是改善锈层保护性

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图 6 锈层 EIS 拟合电阻和 XPS 图谱 

Fig.6 EIS fitting resistances and XPS patterns of rust layers 

图 6 为试验钢腐蚀锈层的 EIS 拟合电阻和 XPS 图谱(腐蚀 336 h)。随腐蚀时间延长，试验钢的反应电阻

/电荷转移电阻迅速减小后缓慢增大，锈层电阻持续增大，说明钢表面的氧化膜在腐蚀初期很快被破坏，锈

层生成后保护性持续增强，钢的腐蚀被抑制；Ca 处理可以提高钢的电荷转移电阻和锈层电阻，改善钢的耐

腐蚀性能。Si 在锈层中主要以+2 价的尖晶石类 Fe2SiO4 的形式存在，除此之外为少量的单晶 Si 和微量的+4

价 SiO2(可能来源于外界灰尘)；而 Al 则以少量的+3 价尖晶石类 FeAl2O4 和微量的+3 价 Al2O3 形式存在。 

4 腐蚀机理 

钢在沿海大气环境中服役，主要遭受 Cl
-侵蚀。但 Cl

-并不构成锈的最终成分，它在腐蚀过程中只起“催

化剂作用”，阻止腐蚀产物形成锈层。随锈层生成和增厚，Cl
-被阻挡而难以接触钢基体，故形成外部疏松

内部致密的锈层结构。 

SO2污染使腐蚀变得复杂。它会降低腐蚀液的 pH 值(酸化)，在初期与钢的反应中会有 H
+的还原甚至产

生微量 H2；HSO3
-会通过较大裂纹进入并侵蚀锈层呈蜂窝状(锈巢)，进而侵蚀钢基体；同时会代替部分 O2

做阴极去极化剂，后产生少量二次酸侵蚀锈层。SO2 在与 Cl
-的协同作用过程中还会抑制 Cl

-对锈层的破坏，

使得外部锈层呈致密状。 

H2O→H
+
+OH

-；SO2+H2O→H
+
+HSO3

-，2HSO3
-
+O2→2H

+
+2SO4

2+，2H
+
+Fe→Fe

2+
+H2↑； 

4Fe
2+

+O2+6H2O→4FeOOH+8H
+，3H

+
+Fe(OH)3→Fe

3+
+3H2O，Fe

2+
+2Fe

3+
+8OH

-→Fe3O4+4H2O 

夏秋高湿热天气会延长(L-)腐蚀液膜的润湿时间(TOW)，加速钢的腐蚀。 

提高钢中 Si、Al 含量之后，Si
2+、Al

3+在腐蚀过程中会代替部分 Fe
2+、2Fe

3+而形成尖晶石类晶体 Fe2SiO4

和 FeAl2O4，但 FeAl2O4性质不稳定，与酸会再次反应而溶解。 

Si
2+

+2Fe
3+

+8OH
-→Fe2SiO4+4H2O；Fe

2+
+2Al

3+
+8OH

-→FeAl2O4+4H2O，FeAl2O4+8H
+→Fe

2+
+2Al

3+
+4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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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Ca 处理后，钢组织更加洁净和均匀，微区电位差减小，从而降低点蚀、应力腐蚀等，促进均匀腐蚀；

多余的 CaO 还会提高锈层的碱度，中和微量二次酸的侵蚀。 

CaO+2H
+
+SO4

2+→CaSO4+H2O 

5 结 论 

1）沿海湿热工业大气中 Cl
-、SO2 和 L-TOW 共同作用会加剧钢材的腐蚀，SO2 的破坏作用远大于其对

Cl
-的抑制，从而形成外部致密内部疏松的锈层结构。 

2）Ca 处理和提高 Si 含量均能改善钢的耐湿热工业海洋大气的腐蚀性能；Al 虽然能(同 Ca)抑制锈层结

晶、提高锈层致密性，也能(同 Si)形成尖晶石类结构，但所得晶体的稳定性差，遇酸会溶解，不适用于湿

的酸性环境。 

3）稳定性较高 α-FeOOH 晶体能帮助改善锈层的稳定性，是提高锈层保护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6 室外暴露试验 

表 3 连铸钢坯的宏观腐蚀形貌 

Table 3 Digital photos of rusty sample billets 

暴露面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24 个月 

阳面 

     

阴面 

     

表 3 为试验钢坯在曹妃甸沿海工业大气环境中腐蚀 24 个月的宏观腐蚀形貌。肉眼所见：随腐蚀时间延

长，锈增多、颗粒增大，逐渐覆盖钢基体，锈层增厚；推测在 6-12 个月之间的某个时间段，锈层已经完全

覆盖了整个钢基体；同期阳面锈的覆盖率较高、颗粒小于阴面，说明阳面锈的初期生长速度较快；阴面锈

较为潮湿，内部滞留水分很多，二次锈生成明显，但随着锈层增厚或沙尘覆盖等的影响，阳面也会有二次

锈产生；第 6 个月(8 月底)取样时为多雨期，锈内夹杂尘土明显较少，但锈颗粒较大。(请关注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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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 对中锰 TRIP 钢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余海存，朱苗勇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采用光学显微镜、透射电镜、扫描电镜和 XRD 等检测技术研究了添加 Nb 和不添加 Nb 元素的热轧中锰

钢组织与力学性能。结果表明，实验钢添加 0.04Nb 元素使钢的组织和性能发生了改变。试样经不同温度热处理后

得到铁素体和奥氏体组织。在 720℃淬火 200℃回火后，添加 Nb 可是中锰钢残余奥氏体含量增加，综合力学性能

提高。通过应力应变曲线分析发现含 Nb 钢在应力作用下发生 TRIP 效应。 

关键词：中锰钢；Nb；显微组织；力学性能 

Effect of Nb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edium TRIP 

Steel 

YU Hai-cun, ZHU Miao-yong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U Miao-yong, E-mail: 

myzhu@mail.neu.edu.cn) 

Abstract：The effect of hot rolled microstructure on the final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hot-rolled TRIP steel containing Nb was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scanning electro microscope(SEM), 

X-ray-diffraction(XRD) and tensile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0.04-Nb can make both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changed, and it can yielded a duplex microstructure consisting 

of ferrite and austenite when the samples were quench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After quench at 720℃ 

and annealing at 200℃, Nb can improve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he TRIP effect can apparently 

occurred by stress. 

Key words：medium manganese steel; Nb; microstruc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 
 

 

随着汽车行业对节能、环保和安全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汽车用钢的基础上，第三代

汽车用钢在保证力学性能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合金含量，控制一定残余奥氏体含量的情况下，其优异的延

伸率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研究学者的兴趣。与第一代和第二代汽车钢相比其较好的综合性能和较低的合金

含量而被认定为理想的第三代汽车用钢[1,2]。目前对第三代汽车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强塑积(抗拉强度与总

延伸率的乘积)这一指标上，此类钢的强塑积达 30GPa%以上，而影响这一指标的主要因素是钢中残余奥氏

体的含量和其稳定性[3]。目前许多学者已经对锰含量为 4%～10%的中锰钢残余奥氏体的含量和其稳定性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4]。Lee 等[5]研究的 0.05C-6Mn 冷轧钢能获得 23GPa%的强塑积；李振等[6]和 Miller
[7]研究

的 0.1C-6Mn 冷轧钢能获 30GPa%的强塑积；Merwin
[8]和 Gibbs 等[9]研究的 0.1C-7Mn 冷轧钢能获得 36GPa%

的强塑积；Shi 等[10]研究的(0.2~0.4)C-(5~7)Mn 冷轧钢能获得 40GPa%的强塑积；蔡志辉研究了残余奥氏体

的含量和残奥稳定性之间的关系[11]。目前微合金元素对中锰钢组织和力学性能影响的研究少有报道，本论

文主要针对微合金元素对中锰汽车用钢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展开研究，为微合金元素在中锰钢中的应用

提供理论指导。 

1  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 

实验钢用 50kg 真空中频感应炉进行熔炼。不含 Nb 钢(7Mn 钢)的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为 C 0.16，

Mn 6.9，Al 1.3，S 0.008，P 0.005；含 Nb 钢（7Mn-Nb 钢）的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为 C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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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7.0，Al 1.3，S 0.008，P 0.005，Nb 0.04。将冶炼好的铸锭锻造加工成 100×30mm 厚的锻坯，在高温炉

加热至 1200℃，保温2h，经7道次热轧成厚度为3.5mm的板材，空冷至室温。拉伸实验在MTS美特CMT5303

系列电子万能试验机上进行，设定拉伸速度 3mm/min，沿着轧制方向取样。金相试样用水磨砂纸磨至 1200

目后用 25%亚硫酸氢钠溶液腐蚀后在蔡司显微镜上观察组织。利用 XRD 分析软件进行寻峰处理，并计算

衍射能谱角度、半高宽和积分强度，选择奥氏体的(220)和(311)晶面衍射线以及铁素体(200)、(211)晶面的

衍射线，利用公式 Vγ=1.4Iγ/(Iɑ+1.4Iγ)计算残余奥氏体体积分数[12]。 

2  结果与讨论 

2.1  Nb 对微观组织形貌的影响 

图 1 为 7Mn 钢和 7Mn-Nb 钢的微观组织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实验钢在 690-750℃淬火回火后空冷至

室温的组织为奥氏体和铁素体，当达到 700℃以上时出现了马氏体组织。从图 1（b）的形貌看出 7Mn-Nb

钢的组织有明显细化现象，奥氏体的晶粒要小于图（a）。图（c）和（d）为 720℃下 2 种钢的组织形貌，

随着淬火温度的提高，残余奥氏体的含量逐渐减少，马氏体的含量增加，这一组织变化趋势与其他中锰钢

相似。

 

  

  

  

图 1 热轧实验钢不同淬火温度下的 SEM 图像 

Fig.1 SEM images of hot-rolled samples after quenching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690℃；(b)-720℃；(c)-750℃；(d)-690℃；(e)-720℃；(e)-750℃ 

2.2  Nb 对残余奥氏体含量的影响 

图 2 为 720℃固溶温度下得到的实验钢进行 XRD 分析，通过 2 种钢的衍射图谱分析及计算得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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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钢的残余奥氏体含量。7Mn 钢和 7Mn-Nb 钢在 720℃淬火回火后，通过对比发现钢中残余奥氏体的体

积分数有所不同，根据衍射峰值面积计算得出 7Mn 钢在 720℃固溶处理后的残奥体积分数为 36.4%，而

7Mn-Nb 钢得到最多的残奥体积分数为 40.25%，这一结果说明添加 Nb 可使钢中残余奥氏体的含量有所

增加，这与图 1 中的组织形貌也相对应。此外，当温度高于 720℃时，实验钢的残余奥氏体含量降低到

较小的值。因此，固溶温度是影响残余奥氏体含量的主要原因。 

 
图 2 7Mn 钢和 7Mn-Nb 钢经 720℃淬火后 XRD 衍射谱 

Fig.2 XRD diffraction patterns of 7Mn steel and 7Mn-Nb steel by quenching at 720℃ 

2.3  Nb 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从图 3（c）和 3（d）可知，7Mn 钢的抗拉强度先增加后减小，在 720℃时达到最大值 1450MPa 左右，

而伸长率随着淬火温度的升高先增加后减少，在 720℃时达 38%，由此可得出 7Mn 钢在 720℃时具有最佳

的强塑积约 55GPa·%，这一性能既满足第三代汽车钢指标要求（≥30GPa·%），又远高于其他淬火温度下

试样的强塑积。从图 3(a)和 3(b)可知，7Mn-Nb 钢的抗拉强度先增加后减小，在 720℃时达 1500MPa 左右，

而伸长率随着淬火温度的升高先增加后减少，在 720℃时达 40%，由此得出，7Mn-Nb 实验钢在 720℃时具

有最佳的强塑积 60GPa·%，由此得出 7Mn 钢和 7Mn-Nb 钢的最佳淬火温度均为 720℃。通过图 3（e）、(f)

中曲线对比发现 7Mn 钢和 7Mn-Nb 钢力学性能曲线走向一致，但 7Mn-Nb 钢的抗拉强度明显高于 7Mn 钢。

从 2 种钢的塑性对比来看，7Mn 钢与 7Mn-Nb 钢的塑性相差不是很大，但是 XRD 峰值检测计算 7Mn-Nb

钢的残奥含量高于与 7Mn 钢，这说明添加 Nb 元素对残奥的稳定性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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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7Mn 和 7Mn-Nb 钢不同温度下的力学性能图 

(a) 7Mn-应力应变曲线 (b) 7Mn-抗拉强度和伸长率曲线(c) 7Mn-Nb-应力应变曲线 (d) 7Mn-Nb-抗拉强度和伸长率曲线 (e) 

应力应变比较曲线 (f) 强塑积比较曲线 

Fig.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hot-rolled 7Mn and 7Mn-Nb stee samples on different temperture 

2.4  含 Nb 钢加工硬化曲线分析 

对图 3（a）中 720℃下 7Mn-Nb钢的真应力-真应变曲线求导，通过加工硬化曲线分析 7Mn-Nb 钢组织

与力学性能之间的关系。 

 

图 4 7Mn-Nb 钢 720℃淬火后的应变硬化率曲线 

Fig.4 Curves of strain hardening rate of 7Mn-Nb steel 

从图 4 可知，实验钢的应变硬化行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快速下降阶段，这一阶段加工硬

化曲线的应变硬化能力较低，原因是在这一阶段主要是铁素体的变形。第二阶段为平稳下降阶段，奥氏体

的体积分数从 38.5%降至 23.6%，下降了约 15%，说明在这阶段材料发生了强烈的 TRIP 效应，从而使应

变硬化能力有较大提高。第三阶段为波动下降阶段，在这一阶段奥氏体的体积分数降至 13.5%，下降了约

10%。第三阶段出现的应变硬化率的波动主要是由于不连续的会发生 TRIP 效应，使局部应力转移，推迟

颈缩，从而提高实验钢的塑性。综合三个阶段奥氏体体积分数的变化可知，TRIP 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二和

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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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7Mn-Nb 钢 TEM 组织分析 

淬火温度为 720℃的 7Mn-Nb 钢具有最优的力学性能，在本论文中我们只针对 7Mn-Nb 钢的 TEM 组织

进行观察。图 5 中（a）、（b）分别是 7Mn-Nb 钢的明场像和暗场像，根据明场像和暗场像对比发现 7Mn-Nb

钢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残余奥氏体，图 5（b）中亮白色为残余奥氏体，黑色区域为铁素体，从图 5（b）中

可以看出 7Mn-Nb 钢残奥呈薄膜状地镶嵌在铁素体基体中，同时薄膜状的奥氏体体积分数较大使奥氏体的

稳定升高，TRIP 效应更加明显，更有利于实验钢力学性能的提升。 

     

图 5 7Mn-Nb 实验钢 TEM 组织 

Fig.5 TEM microstructure of 7Mn-Nb steel 

3  结  论 

1)通过对 7Mn 和 7Mn-Nb 热轧实验钢力学性能对比分析得出，两种实验钢最佳淬火温度均为 720℃，

其中 7Mn-Nb 钢抗拉强度达 1500MPa，伸长率为 40%，强塑积为 60GPa·%，添加 Nb 元素明显提高了中锰

钢的综合力学性能。 

3)7Mn 钢力学性能的提升与钢中残余奥体含量密切相关，添加 Nb 可使钢中残余奥氏体体积分数增加，

对残奥稳定性影响不大，使综合力学性能进一步提高。 

2)7Mn-Nb 钢经 720℃淬火后的加工硬化曲线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应变硬化率单调下降，第二阶

段应变硬化率单调上升，第三阶段呈交替上升下降的形式，说明残奥在外力作用下发生了 TRIP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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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研究 

贺保堂，翁玉娟，韩春良，谭  旭，王立军，张浩雨 

（河钢集团承钢公司 棒材事业部，河北 承德 067102） 

 

摘  要：本文研究了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主要研究了含钒炉渣合金化原理和增氮冶金热力学、动力学，从理论

上论证该工艺的可行性。该工艺通过使用含钒渣炉渣代替钒钒氮合金增钒，并在转炉出钢和精炼工序采用廉价氮

气代替部分氩气增氮。结果表明该工艺可显著提高 V 的析出强化效果，实现了高效利用钒资源，该工艺生产的钢

筋力学性能稳定，降低炼钢工序合金料成本显著。 

关键词：钒渣；氮气；直接合金化 

Research of Vanadium-Nitrogen Direct Alloying Technology 

He Baotang, Weng Yujuan, Wang Lijun, Zhang Haoyu  
(Bar Division of Chengde Iron and Steel Company of Hebei Iron and Steel Group, Chengde Hebei 067102)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vanadium-nitrogen direct alloying technology, mainly studies the 

alloying principle of vanadium bearing slag and increase nitrogen metallurgical thermodynamics and 

kinetics.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technology theoretically. This process uses the vanadium 

bearing slag instead of vanadium nitride alloy. In the converter and steel refining process, this process 

increases nitrogen by cheap nitrogen which replaces parts of the arg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ecipitation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V, can realize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vanadium resources. The production of the reinforcement mechanics performance is stable. This 

process reduces steelmaking process alloy material cost significantly. 

Key words：vanadium bearing slag; nitrogen; direct alloying;

 

国内外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含钒炉渣合金化方面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钒渣直接合

金化省去了含钒炉渣冶炼钒铁合金工艺过程，具有能耗低、污染小、成本低等特点，符合工业可持续发展

要求[1]。 

河钢集团承钢公司具有较强钒资源优势，且采用含钒炉渣进行钒合金化生产钢筋工艺比较成熟，但为

了充分发挥钢中钒的析出强化作用，还需在钢中适当增加氮含量，促使钢中V/N接近理想比值。增加钢中

氮含量途径较多，使用氮气增加钢中氮含量是最经济的途径。 

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的可行性，并通过工业化生产对该工艺进行了验证。 

1  含钒炉渣合金化原理 

据文献[2]可知Si、Al还原V2O5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如化学反应式(1)、(2)所示，在炼钢温度下均能将V205

还原成金属钒。 

V2O5(s)+5/2Si(s)=2V(s)+5/2CO(g)         △G
θ
=-817.22+0.117T                        (1) 

V2O5(s)+10/3A1(s)=2V(s)+5/3A12O3(s)       △G
θ
=-1364.7+0.223T                        (2) 

从以上两还原反应的自由能可知，两式均为放热反应，其中铝热反应放出热量最大。通过金属热还原，

有利于物料熔化和激发反应进行，实现渣金属分离，促进被还原出的金属钒进入钢液中，因而，在直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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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化过程中，应尽量选用金属热还原法。 

2  氮气增氮冶金热力学与动力学 

2.1  氮气增氮冶金热力学 

使用氮气增氮主要是在大气压下，采用氮气对钢水增氮是符合 Sievert 定律的。根据文献介绍[3]，氮可

以原子和化合物的形式溶在钢中，冶炼过程中氮的溶解反应式、活度和平衡常数如下： 

 2

1

2
N N                                      (3) 

      2%
N

NN N

p
a f N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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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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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a —钢液中氮的活度； 

      
 N

f —钢液中氮的活度系数； 

 %N —钢液中氮的质量百分比浓度； 

2Np —气相中氮的分压，Pa； 

NK —氮分压为 10
5
Pa，温度为 1600℃时反应式（3）的平衡常数。 

溶解氮的纯铁液为稀溶液， NK ≈  %N ，则在 1600℃时有： 

188.052
lg 1.248

1873
NK                                  (7) 

则， NK =0.04483。可见在炼钢温度下，钢液中氮含量远未达到平衡值，现有条件下钢液吸氮是自发

的。 

2.2  氮气增氮冶金动力学 

在炼钢过程中的吸氮为液相传质-界面化学反应混合控制。一般认为钢液吸氮为液相传质控制，为一级

反应，其表达式为[4]： 

 1

[% ]
[% ] [% ]e

t

d N F
k N N

d V
                             (8) 

式中  [ % ]eN —与氮分压平衡的钢液中氮的质量分数，%； 

         V —钢液体积，m
3； 

F —钢液表面积，m
3
 

1k —吸氮速率常数，m/s 

对于含氮量不高（氮含量低于氮平衡溶解度）的含氮低合金钢，可通过向钢液吹氮气代替氮化合金进

行氮的合金化，通过合理控制，可使钢中氮含量稳定控制在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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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生产工艺研究 

3.1  工艺路线 

    转炉提钒→转炉炼钢→LF 精炼→八机八流方坯连铸机→加热炉→轧制 

(1) 转炉炼钢采用“高拉补吹”操作。 

(2) 转炉出钢过程钢包全程吹氮，出钢过程配加适量的含钒炉渣及脱氧剂。 

(3) LF 精炼炉精准控制吹氮时间，保证钢水增氮量稳定；使用含钒炉渣微调钢水钒含量。 

3.2  化学成分设计 

以 HRB400E 为例，为充分体现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的效果，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钢筋化学成分控制

执行钒氮合金合金化成分控制范围，成分控制范围要求如下表： 

 

表 1 HRB400E 化学成分控制范围，%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control of HRB400E, % 

C Si Mn P S V 

≤0.25 ≤0.60 ≤1.60 ≤0.045 ≤0.045 0.025-0.060 

4  结果与分析 

4.1  成分、性能对比 

通过钒氮直接合金化替代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生产 HRB400E 钢筋的小规模工业生产，并对钒氮直接

合金化工艺不断优化完善，该工艺日趋成熟。现对一段时期内两种工艺所生产的相同规格 HRB400E 钢筋

V、N 含量及力学性能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不同工艺下成分控制和性能情况 

Table 2 The composition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processes  

合金化工艺 炉数 平均/V% 平均/N% 平均 Rm/MPa 平均 Rel/MPa 

钒氮合金 85 0.033 0.0108 461 669 

钒氮直接合金化 92 0.034 0.0121 460 66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钢中氮含量略高于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工艺，钒氮直接合金化

工艺生产的钢筋平均屈服强度和平均抗拉强度较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工艺生产的 HRB400E 钢筋相当。 

4.2  低倍情况对比 

分别取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和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工艺所生产的 HRB400E 铸坯低倍试样并进行分

析，检验验证两种工艺铸坯内部质量。两种工艺的铸坯低倍试样表面质量具体检验情况如图 1 和图 2。 

                      
图 1  钒氮直接合金化铸坯低倍                  图 2  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铸坯低倍 

Fig. 1 The billet of vanadium-nitrogen direct alloying       Fig. 2 The billet of vanadium nitride alloying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两种工艺生产的铸坯均无缺陷，铸坯质量较好，两种工艺生产的铸坯质量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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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符合铸坯内控质量要求。 

4.3  钢的微观金相组织对比 

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生产的 HRB400E 钢筋的晶粒度达到 8.0～9.0 级，组织为铁素体+珠光体组织。钒

氮合金合金化生产的 HRB400E 钢筋的晶粒度一般在 8.5～9.5 级左右，组织为铁素体+珠光体组织。图 3、

图 4 分别是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和钒氮合金合金化工艺所生产的 HRB400E 钢筋的金相组织照片。 

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生产钢筋的晶粒度等级较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工艺的略小 0.5 级，导致这种差异的主

要原因是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生产的钢筋钒的析出比例略低于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工艺生产的钢筋，导致

了钒氮直接合金化工艺生产钢筋的晶粒度等级较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工艺的略小。 

                 
图 3  钒氮直接合金化钢筋金相                   图 4  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钢筋金相 

Fig.3 The metallographic of vanadium-nitrogen direct alloying   Fig.4 The metallographic of vanadium nitride 
alloying 

 

5  结论 

1)采用钒氮直接合金化代替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生产钢筋是一种降低成本可行的新型钒氮合金化方

式。 

2)采用钒氮直接合金化生产的铸坯低倍质量与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生产的相当。 

3)采用钒氮直接合金化生产的钢筋力学性能、微观金相组织与钒氮合金钒氮合金化生产的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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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钒铁水复合喷吹预脱硫工艺优化研究 
王 琪，张志华，高晓丽，田 颖   

（河钢集团承钢公司 技术中心，河北 承德 067002） 

 

摘 要：随着冶金技术的不断进步，复合喷吹预脱硫工艺作为一种重要的铁水预处理工艺，被广泛应用。河钢承钢

因高炉冶炼含钒钛矿，受钒钛磁铁矿的冶炼特点制约，含钒铁水成分波动大，S 含量较高，因此如何发挥复合喷

吹脱硫的作用，实现含钒铁水的高效脱硫，以减轻转炉脱硫任务、满足品种生产需要十分必要。本研究通过研究

喷粉速率对脱硫剂消耗的影响、不同喷吹速率及配比对脱硫效果及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相同工艺条件下，铁

水 Si、Ti 含量及温度对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通过研究以上内容，对复合喷吹预脱硫工艺进行了优化，取得了

良好的脱硫效果。 

关键词：铁水预处理；复合喷吹；脱硫率；喷吹速率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Pre-desulfurization Process with 

Combined Clowing for Vanadium-bearing Liquid Iron 
Wang Qi,Zhang Zhi-hua, Gao Xiao-li, Tian Ying  

（Technology Center of Chengde Iron Steel Company,Hesteel Group,Chengde ,Hebei,067002）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tallurgical technology, pre-desulfurization process with compound injection as an 

important hot metal pretreatment method has been widely used. Smelting process of vanadium- and titanium-bearing ore 

in blast furnace of Chengde Steel Corp. involves composition fluctuation and high sulfur content in the 

vanadium-containing liquid iron, issues like how to fully utilize the combined blowing method and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of desulfurization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further desulfurization in the converter process and production of some 

specific steel products. The effect of powder blowing speed on the consumption of desulfurizer, the influence of diverse 

blowing speeds and ratios of desulfurizer on hit rates of the end-point sulfur content, and the effect of concentrations of 

silicon and titanium in liquid iron and temperature on hit rates of the end-point sulfur content, have been discussed. The 

pre-desulfurization process with combined blowing has been optimized and good desulfurization results were obtained.   

Key words： liquid iron pretreatment； combined blowing； desulfurization rate； blowing speed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用户对钢材使用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一些高附加值

的低碳铝镇静钢、石油管线钢等均对钢中硫元素有很高要求，而为获得优质的低硫钢水，铁水预脱硫处理

十分关键，是连接高炉与转炉的重要桥梁，是减轻转炉负担、简化炼钢工艺的重要手段。复合喷吹脱硫工

艺作为一种重要的铁水预处理工艺，被越来越多钢铁厂应用。  

河钢承钢因高炉冶炼含钒钛矿，受钒钛磁铁矿的冶炼特点制约，含钒铁水成分波动大，S 含量较高，

平均达到 0.05%，最高时超过 0.10%， 因此铁水预脱硫工艺对河钢承钢炼钢生产尤为重要。河钢承钢 2012

年建成复合喷吹脱硫装置后，因铁水条件与其它冶炼不含钒钛矿高炉比存在 S 高、带渣量多等特点，复合

喷吹脱硫效果一直理想，存在脱硫剂消耗高、脱硫效率低、回硫等问题，因此摸索适合 S 含量高的含钒铁

水利用复合喷吹预脱硫工艺十分必要。 

1  复合喷吹铁水预脱硫原理与优化研究方案 

1.1 铁水预脱硫原理 

镁脱硫剂用于铁水脱硫时，通过喷枪喷入铁水中，镁成为蒸汽形成气泡，部分溶于铁水，镁蒸汽可与

铁水中的硫直接作用而生产 MgS，因此脱硫反应主要在气液界面上进行，脱硫产物 MgS 上浮进入渣相，

从而达到脱硫目的。Mg 与 S 的相互反应存在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Mg(g)+[S]= MgS(S) 

第二种情况：Mg(g)→[Mg] 

            [Mg]+ [S]= M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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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温下，镁和硫有很强的亲和力，溶于铁水中的[Mg]和 Mg(g)都能与铁水中的[S]迅速反应生成固态

的 MgS，上浮进入渣中。第二种情况是主要的脱硫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保证了镁与硫的反应不仅仅局限

在镁剂喷吹区域内进行，而是在铁水罐整个范围内进行，这对铁水脱硫是十分有利的。并且镁在铁水中有

一定的溶解度，铁水经镁饱和后能防止回硫。但是铁水经镁脱硫后渣子较稀，不易扒除，在采用镁基脱硫

剂时加入一定量钝化石灰可以提高渣子碱度，并能稠化脱硫后铁渣，提高扒渣效果，减少回硫。 

1.2 优化研究方案 

本试验方案研究喷粉速率对脱硫剂消耗的影响，确定合理的喷枪枪位；在合理喷吹枪位情况下，研究

不同喷吹速率及配比对脱硫效果及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确定合理的物料配比及喷吹速率；研究相同工

艺条件下，铁水 Si、Ti 含量及温度对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针对不同铁水条件，调整喷粉速率，提高终

点硫命中率。 

2  铁水预脱硫试验结果分析及优化 

2.1 确定合理的喷吹枪位 

镁粉-钝化石灰复合喷吹脱硫过程中，大多数的硫都是与溶解到铁水中的镁发生均相反应而除去的，镁

主要在上浮过程中发生反应，一旦到达渣层后它的脱硫作用就很小了，因此提高脱硫的反应效率首先就是

延长脱硫剂的上浮时间，喷枪在铁水罐内的插入深度十分关键。为延长镁上浮时间，提高脱硫反应效率，

通常喷吹枪位越低越好，一般设定为距包底 200-300mm，但是由于各炼钢厂铁水条件及铁水包状况不同，

喷吹枪位需要根据脱硫剂消耗情况及喷吹过程进行设定，因此，当处理铁水重量、铁水温度以及初始硫含

量基本相同时，固定钝化石灰与镁粉的配比，可根据脱硫剂消耗情况及喷溅情况确定喷吹枪位的合理性。 

通过对不同喷吹枪位试验可知，喷枪枪位为 550mm 以及以下时，镁粉消耗波动较大，枪位再低时，

由于铁水包粘包严重，较易出现喷枪碰到包底的情况；而喷吹枪位在 750mm 以及以上进行喷吹，达到目

标硫含量时，喷吹过程中镁粉消耗极不稳定，并且喷溅显著增加。因此，考虑到铁水包实际情况，120 吨

复合喷吹脱硫最佳喷吹枪位为 680mm。 

初始硫含量在 0.040-0.080%，铁水处理量为 120 吨左右，铁水温度为 1300-1310℃，目标硫含量分别

设定为 0.030%、0.020%、0.010%以及 0.005%，并且达到目标硫含量情况下，喷吹枪位为 680mm 时，镁粉

消耗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此种条件下，喷粉速率对脱硫剂消耗影响较小，说明此时脱硫喷枪插入较为合

理。 

 

图 1 喷粉速率对脱硫剂消耗的影响曲线 

Fig.1 Influence curve of spraying rate on the consumption of desulfurizer  

2.2 制定脱硫剂配比及喷吹速率 

1）脱硫剂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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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脱硫剂配比对脱硫效果的影响 

Table 1 Influence of desulfurizer ratio on desulfurization effect 

钝化石灰：镁粉 

镁粉喷吹速率分别为 9kg/min、

10kg/min、11kg/min、时， 

平均脱硫率% 

处理过程中

喷溅情况 
脱硫渣状 

4:1 69.65 平稳 满足扒渣要求 

3:1 68.98 平稳 满足扒渣要求 

2:1 57.69 较为严重 粘度较小，不易扒除 

在相同初始硫含量及目标硫含量，不同脱硫剂配比条件下，脱硫效果对比情况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钝化石灰与镁粉的配比在 4:1 和 3:1 时，平均脱硫率相当，比配比为 2:1 时提高了 11-12%，

综合考虑脱硫效果及成本消耗，钝化石灰与镁粉比例为 3:1 时，脱硫效果及成本最佳。 

2）喷吹速率对脱硫率的影响 

初始硫含量为 0.040-0.080%，复合喷吹过程中钝化石灰与镁粉的配比为 3:1，镁粉喷吹速率对脱硫效

果的影响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随着镁粉喷吹速率的增加，脱硫率先增加而后逐渐降低，镁粉给料速

率为 9-10kg/min 时，综合脱硫效果相对较好；此外，需要深脱硫时，在钝化石灰及镁粉配比不变情况下，

镁粉喷吹速率最佳控制为 11-12kg/min，可在保证脱硫效果的前提下，降低处理时间。 

表 2 镁粉喷吹速率对脱硫效果的影响（%） 

Table 2 Influence of magnesium powder injection rate on desulfurization effect (%) 

目标硫含量% 喷吹速率为 7-8kg/min 喷吹速率为 9-10kg/min 喷吹速率为 11-12 kg/min 

0.030 41.5 55.2 45.4 

0.020 61.3 67.5 64.6 

0.010 75.3 78.2 77.6 

3）喷吹速率对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 

处理铁水初始硫含量为 0.040-0.080%，复合喷吹过程中钝化石灰与镁粉的配比为 3:1，镁粉喷吹速率

对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如表 3 所示。 

表 3 镁粉喷吹速率对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injection rate of magnesium powder on desulfurization finish line (%) 

目标硫含量% 8 kg/min 9kg/min 10 kg/min 11kg/min 12 kg/min 

0.005 86.8 87.2 84.1 81.2 79.2 

注：以终点硫含量为+0.003%以下时为终点命中。 

由表 3 可知：铁水初始硫含量在 0.080%以下时，脱硫命中率随喷镁速率的增加先增加而后降低，喷镁

速率为 9kg/min 时，脱硫命中率较高。 

综合可知：镁粉最佳喷吹速率为 9kg/min 时，脱硫效果及命中率最佳，另外，如铁水硫含量较高时，

并且需深脱硫处理时，镁粉喷吹速率最佳控制为 11-12kg/min。 

2.3 铁水条件对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研究 

由于脱硫反应为还原反应，还原性气氛有利于脱硫反应的进行，而铁水含有大量的 C、Si、Mn 等大量

的还原性元素，氧化性低，因此脱硫剂利用率高。研究表明，铁水中的 Si 对脱硫终点硫命中率有较大影响，

一般铁水中 Si 含量低，则铁水氧化性略强，导致镁粉的氧化损失增加，降低镁粉的利用率，从而导致终点

硫含量高于目标硫含量；与一般炼钢厂不同，承钢采用含钒铁水进行冶炼，铁水中 Si、Ti 含量较高，并且

成分水平不稳定，因此，需要研究铁水 Si、Ti 对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规律，根据铁水成分，调整喷粉配

比，提高脱硫终点硫命中率。 

1）铁水成分对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 

472



炼钢连铸 

- 473 - 

铁水（[Si]+[Ti]）%对脱硫终点的影响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脱硫终点实际硫含量随铁水（[Si]+[Ti]）%

含量的降低，总体逐渐降低，并且（[Si]+[Ti]）%含量低于 0.35%时，脱硫终点实际硫含量波动较大，因此，

为保证脱硫命中率，铁水（[Si]+[Ti]）%低于 0.35%时适当增加镁粉用量。 

 

图 2 脱硫终点实际硫含量随铁水（[Si]+[Ti]）%含量的变化曲线 

Fig. 2 Variation curve of actual sulfur content of sulfur content with iron water ([Si] + [Ti]) with iron  

2）铁水温度对脱硫终点命中率的影响 

铁水温度对脱硫终点的影响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脱硫终点实际硫含量随脱硫温度增加，先降低

后增加，并且脱硫效果随脱硫铁水温度变化存在一段临界温度，铁水温度在 1300-1320℃时，脱硫效果较

好，铁水温度在临界温度以下时，虽然镁在铁水中的溶解度增加，但是铁水流动性降低，传质速度慢。另

外从图 3 中还可以看出，低于此临界温度区间，铁水温度对脱硫效果影响相对较小，高于此临界温度区间，

脱硫效果不稳定，因此，处理铁水温度不在此温度区间时，为保证脱硫终点命中率，需适当提高镁粉喷吹

量。 

 

图 3 脱硫终点实际硫含量随铁水温度的变化曲线 

Fig. 3 Variation curve of actual sulfur content with iron temperature in the desulphurization terminal  

3 结论 

根据复合喷吹脱硫工艺应用初期脱硫效果不稳定的现状，通过对含钒铁水复合喷吹脱硫工艺进行优化

研究，可得到以下结论： 

1）120 吨复合喷吹脱硫最佳喷吹枪位为 680mm，钝化石灰与镁粉最佳比例为 3:1，镁粉最佳喷吹速率

为 9kg/min 时，脱硫效果及命中率最佳，另外，如铁水硫含量较高时，并且需深脱硫处理时，镁粉喷吹速

率最佳控制为 11-12kg/min。 

2）脱硫终点实际硫含量随铁水（[Si]+[Ti]）%含量的降低，总体逐渐降低，并且（[Si]+[Ti]）%含量

低于 0.35%时，脱硫终点实际硫含量波动较大，因此，为保证脱硫命中率，铁水（[Si]+[Ti]）%低于 0.35%

时适当增加镁粉用量。 

3）铁水温度在 1300-1320℃时，脱硫效果较好，同时，处理铁水温度不在此温度区间时，为保证脱硫

终点命中率，需适当提高镁粉喷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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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化后初始硫含量及终点硫含量接近的情况下，镁粉消耗降低 0.108kg/吨铁，钝化石灰消耗降低

0.536kg/吨铁，并且脱硫命中率提高 22.61%，脱硫率达到 98.3%，并且脱硫喷吹时间小于 16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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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承钢冶炼超低碳钢的生产实践 

张晓磊，徐立山，程玉君，包 阔，薛启河，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研究铁水快速深脱硫技术，控制铁水入炉硫含量小于 0.003%以下；以自动炼钢技术稳定控制转炉终点氧

化性；RH 真空快速脱碳技术，提高脱碳、脱氮效率，研究用碳脱氧减少铝脱氧技术实现钢水酸溶铝含量精确控制，

连铸全程保护浇铸减少铝烧损等措施进一步提高钢水纯净度，最终实现了 C≤15PPm、N≤35PPm 的水平。 

关键词：复合喷吹；顶渣改制；真空脱碳；超低碳； 

Production practice of ultra-low carbon steel smelting by River steel 

bearing steel 

Zhang Xiao-lei  Xu Li-shan  Cheng yu- jun Bao Kuo Xue Qi-he 
（River steel Limited by Share Ltd Chengde branch, Hebei, Chengde 067000, China） 

  Abstract：Study on hot metal rapid deep desulphurization technology, control of molten iron into the 

furnace sulfur content of less than 0.003%; the automatic steelmaking technology of oxidation stability 

control of end point converter; RH vacuum rapid decarbonization technology, improve the nitrogen 

removal efficiency of carbon, carbon deoxidation, reduce aluminum deoxidation technology to achieve 

precise control of molten steel acid soluble aluminum content, complete protective casting aluminum 

reduction burning and other 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urity of molten steel,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he C, N = 15PPm = 35PPm level. 

Keywords: compound injection; top slag reforming; vacuum decarburization; ultra low carbon

 

    河钢承钢开发超低碳深冲用钢的生产起步较晚，因其特殊的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特点生产超低碳深冲

用钢的技术难度相对较高，为适应当前钢铁行业的市场形势极其发展战略，同时为提高河钢承钢的技术实

力，决定开发超低碳钢。 

1 超低碳钢生产工艺路线设计 

根据超低碳钢产品特性，结合河钢承钢生产工艺装备条件制定合理工艺路线， 设备配备 2 座复合喷

吹脱硫站、3 座 150 吨转炉、2 座 LF 精炼炉、2 座 RH 真空炉、2 座直弧式连铸机及配套的 1780 轧钢生产

线，根据设备能力及生产条件制定超低碳钢的生产工艺流程为：铁水脱磷→铁水脱硫→转炉冶炼→炉外精

炼→连铸无氧化浇注→1780 热轧生产线→发货冷轧厂。 

1.1 成分设计 

   超低碳钢在成分设计时考虑到强度与深冲性能的配比、表面质量等要求，又要兼顾生产制造成本与生

产工艺的可行性，尽量实现产品吨钢利润的最大化。故成分设计时考虑到在基本元素的基础上，通过 Ti

元素的加入，依靠其析出固化残余的 C，随着 Ti 含量的继续增加，剩余的 Ti 在较低温度下以细小而弥散

的 TiC 质点形式析出，起到强烈的沉淀强化效果。形成无间隙原子钢。对于 P、S 这两种有害元素，在冶

炼成本最小的前提下，使得 P、S 这两种有害元素越低越理想，以降低对钢的负面影响。化学成分设计见

表表 1 超低 

表 1  碳钢的热轧成分设计 

Table 1  Composition Design of hot rolling for ultra low carbon steel 

牌号 成分% C Si Mn P S Als Ti N 

IF 钢 控制 ≤0.0030 ≤0.01 0.15～0.35 ≤0.010 ≤0.008 ≥0.015 0.030～0.080 ≤0.0035 

475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 476 - 

2 关键工艺控制点及实施效果： 

2.1 铁水脱磷 

 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生产超低碳钢难度较大，主要表现在（1）铁水钒高（0.18%-0.26%）、钛高

（0.20%-0.28%）、高炉渣中（TiO2）高（16%-19%），导致转炉终渣熔点低、渣稀、溅渣效果差。（2）铁

水磷高([P]0.13%-0.23%)远高于常规铁水，超低碳钢需要较高的纯净度，磷含量的要求基本控制在 0.010%

以下，所以铁水预脱磷显得较为重要。经过炼钢前期脱磷后铁水中 P 含量基本控制在 0.060%以下。 

2.2 脱硫处理 

 由于镁脱硫后脱硫渣粘度小不易彻底去除，在冶炼时回硫较高生产超低碳钢不利。为此河钢承钢将

脱硫设备改造升级为复合喷吹脱硫工艺（Mg+CaO）。按照操作系统模式将铁水的初始条件和目标硫输入操

作系统内，根据模型计算准确的将氧化钙和颗粒镁加入其内，脱硫目标可稳定地达到 0.003%以下，生产家

电用钢铁水预脱硫实际效果，见图 1。 

                                    

 

图 1  脱硫前后铁水硫含量对比 

Fig. 1  Comparison of sulfur content in hot metal before and after desulphurization 

 

2.3 转炉冶炼控制 

2.3.1 终点控制 

因其深冲特性要求碳含量在 0.005%以下，必须经过 RH 等真空精炼装置进行深脱碳处理，这就需要转

炉提供一定氧含量以满足真空脱碳的需要。一般钢水中的氧含量控制在 0.04%以上，超低碳钢需要更高的

氧含量保证脱碳的需要氧含量控制在 0.06～0.08%之间，氧含量过高造成氧过剩增加了脱氧产物 AL2O3 夹

杂物，不利于夹杂物的控制，出钢温度过高增加了出钢磷控制的难度，而大部分超低碳钢对磷含量要求十

分严格。这些矛盾是影响超低碳钢生产成本及质量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研究超低碳钢转炉冶炼终点的控

制技术，开发新工艺，既能避免钢水过氧化又能为 RH 精炼提供温度和成分合格的钢水。冶炼控制过程中

采取副枪控制技术终点定氧、定碳，碳命中目标直接倒炉出钢，其它温度和氧值可通过后工序去调整，一

般情况转炉冶炼终点碳、氧、温度三者之间有必然关系，终点碳低氧含量高，氧高温度就高。因此超低碳

钢冶炼时控制目标出钢碳为 0.035%～0.055%，氧含量的目标 0.055%～0.075%，氧含量若低于目标氧或碳

含量超出目标碳范围时在 RH 精炼脱碳前期进行强制供氧，钢水温度根据浇次设定拉速在 LF 精炼进行温

度调整,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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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超低碳钢转炉终点碳氧关系 

Fig. 2  Relation of end carbon and oxygen in ultra-low carbon steel converter 

 

2.3.2 出钢顶渣改制 

超低碳钢在转炉出钢前期使用滑板挡渣，出钢过程采用挡渣标进行挡渣，严格控制转炉的下渣量厚度

小于 50mm， 转炉出钢后对钢水进行顶渣改制，在 RH 真空生产过程中可有效抑制钢水的回硫现象，进一

步降低成品硫含量，顶渣中的 FeO 能降低 15%～32%左右。有效提高顶渣吸附夹杂的能力，提高钢水的洁

净度，减少连铸过程钢水絮流现象，加入顶渣改制后成品硫含量较转炉出钢后低 0.002%。见表 2。 

 

表 2  顶渣改制硫变化情况 

Table 2  Change of Sulfur in Top Slag 

实验数据 顶渣改质剂 

RH 处理前顶

渣 Fe2O3%含

量 

RH 处理完毕后

顶渣 Fe2O3%

含量 

顶渣改制

Fe2O3%减少量 
氩站 S 含量% 成品 S 含量% 

平均值 182.8 27.5 7.8 -19.7 0.006 0.004 

最大值 195 35.3 9.2 -26.1 0.008 0.006 

最小值 160 24.7 7.0 -17.7 0.004 0.003 

 

2.4  RH 真空脱碳、脱氮 

2.4.1  脱碳 

 真空状态下去除碳主要是通过碳氧反应进行来完成的，因此既可以利用钢水中的碳来脱出钢水中的氧

以生产出高纯度的钢水，不同企业对于 RH 真空脱碳的方式不一样见表 5： 

 

表 2  不同钢铁企业脱碳方式选择及参数控制 
Table 2  Selection and Parameter Control of Decarburization in Different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钢企 进站氧ppm 进站碳% 脱碳方式 脱碳时间min 真空度以下pa 残余氧ppm 

安钢 500-600 ≤0.05 强制脱碳 16 100 250 

鞍钢 600-800 0.025-0.05 强制脱碳 14 100 200-300 

宝钢 大于500 0.025-0.045 强制脱碳 14 100 450 

攀钢 500-700 0.03-0.045 自然脱碳 16 100 300 

中钢 400-500 0.03-0.04 自然脱碳 15 100 250 

武钢 300-400 ≤0.05 强制脱碳 15 60 400-600 

首钢 500 0.03-0.04 两者结合 17 50 300-400 

     

针对河钢承钢 RH 真空设备能力及生产工艺特点制定了脱碳方案及措施：在生产前确认真空槽内

的冷钢状态必要时进行冷钢清除或者使用低碳铝镇静钢进行涮槽处理。涮槽过程可采用低真空大环流

量进行钢水环流，利于残钢的清理。生产前要准确计算温度与自由氧的变化，确定脱碳的处理工艺，

无论是何种处理方式都已最终的脱碳至目标值为根本。处理开始初期环流气流量控制在 60Nm3/h,待钢

水喷溅逐渐平稳后增大环流气流量至 110～20 Nm3/h，真空度控制在 50pa 以下，脱碳一定时间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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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水碳含量变化，一般的脱碳时间在 15min 以上。当钢中 C 高 O 低时需吹氧强制脱碳需延迟一级真

空泵的开启时间并延长脱碳时间。脱碳结束后进行脱氧合金化。加铝脱氧 3min 后进行 Ti-Fe 合金化并

保证后续纯脱气时间大于 8min，为提高钢水的洁净度采用钢水静置，一般静置时间 20min。冶炼过程

碳含量变化需要转炉、RH 真空的精确控制，稳定转炉终点氧含量、碳含量，RH 真空度稳定控制在

50pa 以下，通过冶炼工艺的不断完善和改进，超低碳钢的冶炼控制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见图 3。 

                                

 

图 3  各工序碳含量变化情况 

Table 3  Change of carbon content in each process 

2.4.2  脱氮   

  氮主要以化合物形态存在于钢中，溶解状态的氮很少。由于 Fe4N 的析出导致时效和蓝脆现象，含量超

过一定限度时，在钢中形成气泡和疏松，并使钢的塑性降低。由于生产衔接需要 LF 炉精炼炉过渡提高温

度，在 LF 炉工序存在增氮现象。在 RH 处理过程中为提高脱氮速度可通过增强熔池的搅拌，选择强制脱

碳方式增加钢水强烈沸腾，RH 处理过程中增大环流气流量等都能加速氮向气泡内扩散，加快脱氮速度，

见图 4. 

 

图 4  各工序氮碳含量变化情况 

Table 4  Changes of nitrogen and carbon content in each process 

 

3  结论 

1）通过对脱硫系统进行改造，单喷颗粒镁方式改为复合喷吹脱硫工艺，较好的提高了脱硫率。 

     2）转炉系统通过精确控制终点氧含量及碳含量，减少了钢水夹杂物的生产，提高了钢水纯净度。 

3）生产工艺采用顶渣改制，有效的降低成品硫含量，渣中 FeO 能降低 15%～32%左右。 

4）通过各个工序的精确控制，超低碳钢的碳含量能稳定控制在 15ppm以下，氮含量稳定控制在 35pp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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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镍合金光谱分析用内部控制样品的研制 

刘  洁，葛晶晶，任玲玲，李博斌，高宇 

（河钢集团钢研总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本方法根据相关标准研制了包含C、Si、Mn、P、S、Ni、Cr、Cu、Mo、Co共10个元素的Hasteloy、Inconel、

Monel、Invar和Kovar五种典型的镍合金光谱分析用内部控制样品。采用50Kg真空感应炉冶炼，冶炼过程利用感

应磁力搅拌，铝粒脱氧，小截面锭型(130mm×130mm×350mm)金属模浇铸，从而保证了钢液成分均匀、良好的

脱氧效果和元素的较高回收率，避免了成分偏析和夹杂物的形成。铸锭经锻造后进行了均匀性和稳定性检验，均

符合控制样品的要求。实验室采用多种不同原理不同方法，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分析检测，总结

出准确、可靠的分析方法进行定值分析，对分析结果进行统计和处理，得到了被定值元素的认定值和不确定度。 

关键词：中、高镍合金；光谱分析；内部控制样品；研制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samples for spectroanalysis of 

Medium and high nickel-base alloys 

LIU Jie, GE Jing-jing, REN Ling-ling, LI Bo-bin, GAO Yu 
(HBIS GROUP,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standards,five typical medium and high nickel-base alloys internal control 

samples for spectroanalysis including Hasteloy,Inconel , Monel , Invar and Kovar containing 10 elements 

(C,Si,Mn,P,S,Ni,Cr,Cu,Mo,Co)were developed. A 50 kg vacuum induction furnace was used for smelting,and the 

induction magnetic stirring was used in smelting process. The deoxy-genation was conducted using aluminum 

particles and casting was used small cross section ingot (130mm×130mm×350mm). The uniform liquid steel 

composition,good deoxygenation effect and high recovery of elements were guaranteed,avoiding composition 

segreg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inclusions. After forging, the statistic test and stability test were conducted.The 

results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sample. The certified value was obtained in 

laboratories using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alytical methods with different principles. The analytical results were 

statisticed and processed.The certified values and expanded uncertainty of testing elements were obtained. 

Key words：medium and high nickel-base alloy; spectroanalysis; internal control sample; 

development 

 

镍合金是指在 650~1000℃高温下有较高的强度与一定的抗氧化腐蚀能力等综合性能的一类合金。按照

主要性能又细分为镍基耐热合金，镍基耐蚀合金，镍基耐磨合金，镍基精密合金与镍基形状记忆合金等。

镍基合金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强度、塑性和韧性、冶金稳定性、可加工性及可焊接性，使得它在工业中

的应用范围日渐扩大，已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及船舶等领域[1-6]。 

近年来，镍基合金新材料种类开发越来越多，镍基合金类标准样品在国内市场品种非常少，不易进行

采购，需要进口采购，且价格昂贵。随着火花源原子发射光谱仪、X 射线荧光光谱仪在企业中的广泛使用，

在分析中对相同牌号的光谱标准样品的需求与日俱增，特别是与国外牌号相对应的镍基合金标准样品的需

求量很大，品种和质量要求也更高。为此，选择 Hasteloy、Inconel、Monel、Invar 和 Kovar 五种典型的镍

合金材料制作内部控制样品，以满足相关镍基合金成分检验和质量控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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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品制备 

1.1  成分设计 

根据生产实际中对分析工作的需要,本项目在遵循技术规范的基础上，强化了对主要元素如 C、Si、Mn、

P、S、Ni、Cr、Cu、Mo、Co 等含量的控制。本项目按以下范围进行元素的化学成分设计，详见表 1 

表1 控样化学成分 

Table 1  The designe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amples 

牌号 

Mark 

化学成分Chemical composition（%） 

C Si Mn P S Ni Cr Cu Mo Co 

Hasteloy 
0.01～

0.02 

1.00～

1.20 

0.50～

1.20 

0.01～ 

0.02 

0.01～ 

0.05 

68.0～

71.0 

15.0～

17.0 

1.20～

1.50 

15.0～

17.0 

1.50～ 

1.80 

Inconel 
0.03～

0.05 

4.00～

4.50 

0.50～

0.60 

0.01～

0.03 

0.01～

0.03 

40.0～

42.0 

19.0～

20.0 

0.40～

0.50 

0.10～

0.30 

0.10～

0.20 

Monel 
0.10～

0.20 

0.10～

0.20 

0.80～

1.00 

0.02～

0.03 

0.006～

0.008 

65.0～

66.0 

0.20～

0.30 

29.0～

31.0 

0.020～

0.030 

0.30～

0.50 

Invar 
0.20～

0.40 

0.05～

0.10 

0.02～

0.10 

0.002～

0.010 

0.002～

0.010 

35.0～

38.0 

0.50～

1.0 

0.10～

0.30 
0.50～1.0 

0.05～

0.10 

Kovar 
0.002～

0.004 

0.10～

0.20 

0.20～

0.40 

0.01～ 

0.02 

0.01～ 

0.05 

28.5～

29.5 

0.10～

0.20 

0.10～

0.20 

0.10～

0.20 

16.0～

18.0 

1.2  材料的冶炼 

为保证材料成分均匀和满足设计的要求，材料的冶炼采用 50kg 真空感应炉进行。以 Hasteloy 合金为例，

材料的冶炼及制备过程如下： 

(1) 冶炼过程利用感应磁力搅拌以保证钢液成分均匀。采用铝粒脱氧剂沉淀脱氧，保证了良好的脱氧

效果和其他元素的回收率。 

(2) 采用小截面锭型(130mm×130mm×350mm)金属模，凝固速度快，可以避免钢锭内外产生偏析。金

属锭模壁须清理干净，不使用任何涂料，避免了在浇铸过程中带入杂物。采用上注法浇铸，可避免浇铸系

统带入非金属等夹杂物。 

(3) 材料冶炼过程：①将纯铁、镍板、纯钼条、金属铬及电解钴按照比例称量随炉装入；②全熔温度

在 1550℃～1600℃，精确调整元素成分，高真空精炼 1h；③出钢温度控制在 1450℃～1500℃。 

(4) 材料锻造过程：所得钢锭表面经过剥皮，应无缺陷。钢锭在 1100～1150℃保温一定时间后进行锻

造。采用墩、拔工艺，总的锻造比≥3。锻造成尺寸为 70mm 圆坯。锻后采用相应方式冷却。 

(5) 材料机加工过程：将锻坯表面扒皮，磨光至无缺陷，成品为 50 mm×50mm 的圆柱。 

2  控样的均匀性和稳定性检验 

2.1  均匀性检验 

均匀性是标准样品或控制样品的关键技术指标，均匀性的好坏影响着定值结果的准确度与工作曲线的

可靠度。按技术规范的要求[7-9]，将试样使用直读光谱仪对元素进行了均匀性检验。用 F 检验法判断结果，

若 F＜Fa，则判断均匀性检验为合格。结果表明，所有被检元素的均匀性良好，说明本批内控样品都具有

良好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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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均匀性检验统计结果 

Table 2  Statistic results of homogeneity test 

牌号 

Mark 

项目 

Item 

化学成分Chemical composition（%） 

C Si Mn P S Ni Cr Cu Mo Co 

Hasteloy 

平均值 

Average 
0.013 1.08 0.68 0.018 0.023 69.70 16.32 1.35 16.33 1.72 

F 2.68 3.61 2.31 2.78 2.05 1.45 2.01 3.21 1.95 2.01 

Inconel 
平均值 

Average 
0.042 4.32 0.56 0.023 0.015 41.30 19.65 0.46 0.15 0.11 

F 3.01 2.86 3.12 3.11 1.69 1.91 2.15 2.26 2.36 1.99 

 

Monel 

平均值 

Average 
0.12 0.15 0.97 0.023 0.0071 65.48 0.26 29.51 0.025 0.37 

F RSD 2.00 2.56 3.32 3.96 1.86 2.96 1.25 1.54 2.03 

 

Invar 
平均值 

Average 
0.25 0.067 0.034 0.0033 0.0021 36.23 0.71 0.15 0.84 0.082 

 F 2.71 3.14 3.02 3.56 3.62 1.23 2.69 2.75 2.94 2.99 

 

Kovar 
平均值 

Average 
0.0031 0.17 0.35 0.015 0.023 29.03 0.17 0.14 0.12 17.31 

 F 3.51 2.94 2.63 2.91 2.67 1.97 3.01 3.04 3.14 2.03 

查 F 表可知，当显著性水平 a=0.05 时临界值 F（3，8）=4.07，所有检验元素的 F 实测值均小于 F 临界值，说明组

间与组内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所有被检元素符合《一级标准物质技术规范》要求，上述三种内控样品均匀性良好。 

2.2  稳定性检验 

稳定性是标准样品或控制样品的另一个关键技术指标，(标准物质或控制样品应在规定的贮存或使用条件下定期进

行待定特性量值的稳定性检验。本文采用 t 检验法进行稳定性验证。根据选定的显著性水平 a 和自由度 f，应用 t 表，

可查得 ta，f 值，如 t＜ta，f，则认为该控制样品的特性量值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否则认为该控制样品的特性量值已

发生显著性变化。该控制样品保存在恒温恒湿箱中，每半年抽检一次以考察其稳定性。每一次测量尽可能控制各种条

件一致。利用直读光谱仪对上述三种控制样品不同部位进行 3 次重复测定，对测定结果取平均值，进行 t 检验以判定样

品的稳定性，结果见表 3。 

表3 稳定性检验统计结果（n=3） 

Table 3  Statistic results of stability test 

牌号 

Mark 

项目 

Item 

化学成分Chemical composition（%） 

C Si Mn P S Ni Cr Cu Mo Co 

Hasteloy 

2015.01 0.013 1.08 0.68 0.018 0.023 69.70 16.32 1.35 16.33 1.72 

2015.07 0.014 1.08 0.69 0.018 0.023 69.73 16.35 1.35 16.35 1.75 

2016.01 0.013 1.07 0.68 0.019 0.024 69.68 16.26 1.36 16.29 1.71 

2016.07 0.012 1.07 0.69 0.017 0.022 69.65 16.33 1.34 16.29 1.74 

tmax 2.03 1.96 1.91 2.31 2.01 1.03 1.36 1.69 1.97 1.37 

Inconel 

2015.01 0.042 4.32 0.56 0.023 0.015 41.27 19.65 0.46 0.15 0.11 

2015.07 0.044 4.35 0.54 0.025 0.014 41.31 19.60 0.43 0.14 0.12 

2016.01 0.043 4.38 0.56 0.024 0.015 41.33 19.55 0.44 0.15 0.11 

2016.07 0.042 4.29 0.55 0.023 0.015 41.26 19.69 0.43 0.15 0.12 

tmax 2.11 1.02 1.36 2.03 2.01 1.05 1.28 1.96 1.54 2.04 

Monel 

2015.01 0.12 0.15 0.97 0.023 0.0071 65.48 0.26 29.51 0.025 0.37 

2015.07 0.11 0.13 0.95 0.026 0.0074 65.38 0.25 29.41 0.024 0.34 

2016.01 0.12 0.15 0.97 0.025 0.0075 65.42 0.26 29.55 0.023 0.36 

2016.07 0.12 0.14 0.95 0.023 0.0073 65.45 0.24 29.48 0.025 0.37 

tmax 2.14 1.97 1.56 2.18 2.36 1.05 1.46 1.54 2.14 1.56 

Invar 
2015.01 0.25 0.067 0.034 0.0033 0.0021 36.23 0.71 0.15 0.84 0.082 

2015.07 0.24 0.066 0.033 0.0033 0.0022 36.25 0.72 0.16 0.83 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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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 0.25 0.065 0.032 0.0032 0.0023 36.27 0.71 0.15 0.82 0.083 

2016.07 0.25 0.066 0.034 0.0034 0.0021 36.24 0.73 0.16 0.84 0.084 

tmax 2.01 2.32 2.31 2.66 2.54 1.08 2.04 2.34 2.16 2.33 

Kovar 

2015.01 0.0031 0.17 0.35 0.015 0.023 29.03 0.17 0.14 0.12 17.31 

2015.07 0.0032 0.16 0.35 0.014 0.023 29.05 0.17 0.13 0.12 17.33 

2016.01 0.0035 0.17 0.34 0.015 0.022 29.07 0.16 0.14 0.14 17.29 

2016.07 0.0032 0.17 0.34 0.015 0.024 29.03 0.17 0.14 0.13 17.35 

tmax 2.44 2.05 2.16 2.57 2.47 1.24 2.33 2.65 2.54 1.98 

查表可知：当显著性水平 a=0.05 时，临界值 t0.05,4=2.78。由表 3 可知 t 均小于 t0.05,4，因此样品在检

验期内符合控制样品的稳定性要求。 

3  控样的定值 

3.1  定值方法  

上述控样均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分析检测，使用的测量仪器均在检定的有效期内，并

有监控测试质量的相关有证标准物质。各元素分析方法见表 4。 

表4 定值分析方法 

Table 4 Methods used for characterization analysis 

元素 

Element 

方法 

Method 

C 
高频燃烧-红外线吸收法 

Combustion-infrared absorption 

Si 

高氯酸脱水重量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 

Gravimetry，dehydration with perchloric acid；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ry(ICP-AES) 

Mn 
高锰酸钾氧化光度法；ICP-AES 

Potassium periodate oxidation photomitric method；ICP-AES 

P 
锑磷钼蓝光度法；ICP-AES 

Antimony phosphomolybdate blue photometric method；ICP-AES 

S 
高频燃烧-红外线吸收法 

Combustion-infrared absorption 

Ni 
丁二酮肟重量法；丁二酮肟沉淀分离-EDTA滴定法 

Gravimetry，dimethylglyoxime；Titration with EDTA，separation with dimethylglyoxime 

Cr 
过硫酸铵氧化-亚铁滴定法；ICP-AES 

Titration with Fe(Ⅱ)，oxidation with ammonnium persulfate；ICP-AES 

Cu 
碘量法；ICP-AES 

Iodimetric method； ICP-AES 

Mo 
硫氰酸盐直接光度法；ICP-AES 

Thiocyanate photometric method；ICP-AES 

Co 
ICP-AES；亚硝基R盐光度法 

ICP-AES；Mitroso-R-salt photometric method 

 

3.2  定值结果  

依据上述相应检测方法，分别由两位有经验的检测人员完成。每种元素报出 4 个独立数据，以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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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做为标准值，见表 5。 

表5 内控样品定值结果 

Table 5  Results for the Internal control samples 

牌号 

Mark 

项目 

Item 

化学成分Chemical composition（%） 

C Si Mn P S Ni Cr Cu Mo Co 

Hasteloy 
标准值 0.013 1.08 0.68 0.018 0.023 69.70 16.32 1.35 16.33 1.72 

不确定度 1.63 1.02 1.11 1.98 1.68 0.65 0.69 1.04 0.97 1.34 

Inconel 
标准值 0.042 4.32 0.56 0.023 0.015 41.30 19.65 0.46 0.15 0.11 

不确定度 1.21 0.96 1.25 1.97 1.98 0.56 0.84 1.23 1.64 1.51 

Monel 
标准值 0.12 0.15 0.97 0.023 0.0071 65.48 0.26 29.51 0.025 0.37 

不确定度 1.36 1.25 1.53 1.78 1.95 0.47 1.25 0.69 1.64 1.85 

Invar 
标准值 0.25 0.067 0.034 0.0033 0.0021 36.23 0.71 0.15 0.84 0.082 

不确定度 1.78 1.96 1.68 2.31 2.01 0.92 1.99 1.65 1.36 2.01 

Kovar 
标准值 0.0031 0.17 0.35 0.015 0.023 29.03 0.17 0.14 0.12 17.31 

不确定度 2.33 1.65 1.46 1.97 1.99 0.68 2.01 2.03 2.04 1.33 

上述控制样品的不确定度由样品均匀性引起的不确定度、稳定性引起的不确定度和定值平均值的标准

不确定度 3 部分组成。上述控制样品的均匀性和稳定性检验符合规范要求，因此均匀性和稳定性引起的不

确定度忽略不计，仅以实验室测量数据平均值间的标准偏差来表示控制样品物质的不确定度。 

4  结  论 

1)研制的 5 种中、高镍合金内部控制样品，均按照相关标准的要求进行冶炼、锻造、加工、均匀性检

验、稳定性检验和定值分析，该控制样品在产品质量、仪器校准、测试方法评价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研制的 5 种中、高镍合金内部控制样品，有效的应用于直读光谱仪、辉光光谱仪和荧光光谱仪成分

检测校准工作。同时，解决了镍基合金国内市场难购买的问题，及时保障各项试验研究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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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质量判定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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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邯钢三炼钢厂连铸质量判定系统的主要结构、功能模块以及应用情况，分析了连铸板坯质量判定系

统在解决三炼钢板坯和方坯连铸质量问题以及实现连铸质量控制数字化和信息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阐述了连铸

板坯质量判定系统性可移植性和推广性。 

关键词：连铸坯；质量；判定；预测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quality estimation system for 

continuous casting 

Wang Bo-li. Ma Jing-chao, Cheng Xu-dong 
(Handan Iron&Steel Company, Hebei Iron&Steel Group, Handan, Hebei,056000)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ructure, function module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quality estimation 

system for continuous casting in 3
rd

 steelmaking plant HanSteel. It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quality problems of slab and billet, digit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continuous casting 

quality was also enhanced. Besises, Portability and scalability of the quality estimation system were also 

discussed for other continuous casting machines. 

Key words：continuous casting; quality; estimation; prediction 

 

进两年来，由邯钢三炼钢厂开发的“生产过程管理和铸坯质量跟踪与判定系统（QES）”

两台板坯连铸和方坯连铸机上正式投入运行后， “铸坯质量跟踪与判定系统（QES）”在线

判定铸坯质量等级，为铸坯质量的追踪和分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显著减少了工人处理铸

坯的工作量，并将铸坯判定结果和判定原因发送到 MES 系统上，使全厂管理人员通过网络

即可及时了解现场的生产状况；而“生产过程管理”记录了连铸工位生产状况并及时反馈到

MES 系统，帮助三级系统协调、控制全厂各工位之间的生产节奏，在全厂生产管理和生产

控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质量判定系统的主要结构 

1.1 板坯质量判定系统平台搭建 

搭建连铸工位信息管理平台（IMC），实现对连铸工位凡是影响铸坯质量的参数全线跟

踪，包括：连铸过程参数、连铸二级模型参数和铸机设备状况跟踪。同时还接收来自三级系

统的生产计划数据，通过生产过程管理模型（浇次、中包、炉次、铸坯跟踪），并控制打号

机，实现 QES 系统中记录的铸坯标号与实际铸坯标号一一对应。在这过程中，将各参数与

冶金知识库的规则对比，实时显示异常的质量事件，并在线判断铸坯的质量。最后将连铸生

产实绩、以及每支铸坯的判定结果和原因上传至三级系统（MES），全厂管理人员通过网络

即可及时了解现场的生产状况。 

通过数据库及数据文件的记录连铸工位生产过程中的所有铸坯质量信息数据，帮助工艺

人员和管理人员对历史浇次进行回溯，让用户能追查了解每支铸坯成长历程。为品种钢的开

发、生产工艺参数的优化和轧材产品质量缺陷原因的诊断提供支持[1-4]。 

1.2 系统框架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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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是质量信息判定系统的根本，硬件结构采用服务器和终端，配置包含有系统

服务器系列及相关配件，客户端、输出设备和数字采集设备，并按照板坯车间的实际需要铺

设独立的基于光纤链路的局域网络；在软件结构方面：C/S 实现管理，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准

确性、完整性、安全性和稳定性；B/S 实现查询，人机交互界面只对实时数据进行查询分析，

不对判定系统直接操作，也不对数据作修改，大大提高了数据的及时性、安全性[2]。 

1.2.1 硬件系统的网络结构 

为满足板坯车间庞大数据吞吐量、系统运行效率及系统安全性的需求，将硬件的配置

提高到相应的效高水平，虽然网络主体为独立系统，但是与 ERP 系统和检化验三级系统之

间有交互，更重要的是与一级生产系统有紧密联系，所以网络安全方面的考虑应该作为很重

要的一方面进行考虑。根据以上的结构需求，硬件结构图设计，如图 1 所示。 

系统服务器

数据库

质量信息数据库系统

车间客户端

车间客户端

报表打印

采集相机

B/S查询
技术科技术科

Excel 文档

系统数据采集

接口

邯钢现有数据系统

工控机

内部光纤网络

 

图 1 硬件结构图 

Fig.1 Hardware structure diagram 

1.2.2 软件系统的总体结构 

板坯质量信息系统所选用的判定系统软件开发平台为美国微软(Microsoft)公司的 SQL 

Server 2000
[1]

,它是微软开发的一个优秀的判定系统管理系统。SQL Server 2000 还可以根据

版本的不同能安装在个人计算机上，不再像有些判定系统系统只能在服务器或工作站上使

用，SQL Server 2000 使判定系统的管理和开发变得容易。软件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管理员用

户界面
客户端用户界

面

管理模块 客户端应用程序

数据抽取、整理、分类

数   据   库

数据接口

ERP数据

采集

检化验
三级数

据

连铸二

级数据

一级系

统数据

 

图 2 软件结构图 

Fig.2 Software structure diagram 

2 板坯质量判定系统 

2.1 系统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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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通过 C/S 平台设计进行内部管理，要通过 B/S 结构实现查询和统计分析； 

（2）系统维护：对操作人员权限进行维护，对生产任务、质检项目等信息进行维护，

对数据的安全与保障进行有效管理。 

（3）质量数据管理：通过 ERP 和检化验系统采集生产质量信息、一级设备自带质量信

息判定系统接口、手工录入三种方式进行数据采集,然后对采集得到的质量数据进行整合和

记录。 

（4）审核流程管理：对质量数据的逐级认可，经过规定的审核流程审核后进行上报，

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另外系统可以灵活定义审核流程，以适应实际工作需求。 

（5）文件管理：发布技术制度、操作规程及技术资料的网络保留，提供有权限限制的

上传、查阅、下载等。 

（6）统计分析：炉次质量信息查询、汇总、分析功能。 

2.2 板坯质量判定系统主界面 

板坯质量判定系统分为两台板坯连铸机主控室模块、设备维修模块、低倍检验模块、技

术科管理模块(图 3)；与板坯连铸相关各个岗位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和访问权限登录判定系统

各模块，进行数据录入和查询。 

 

图 3 判定系统主界面 

Fig.3 Master interface of estimation system 

2.3 板坯质量判定系统主控管理模块 

板坯主控岗位可以减少以前需要在主控记录纸上记录的生产数据和检化验数据，只要在

板坯质量判定系统终端录入生产信息数据和结晶器周转情况（如图 4），质量判定系统可以

自动采集两台板坯连铸机全部一级数据，并且与生产信息三级数据对应，实现数据长期保存

和信息共享。 

 

图 4 主控界面 

Fig.4 interface for master control 

2.4 建立“铸坯成长档案”（铸坯质量相关参数全线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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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实现了对每个定尺铸坯，除了跟踪它所属的炉次、流数、转炉出站和精炼出站的

化学成分等基本的信息外，还跟踪它当时在中间包时的温度，并且精确跟踪它在结晶器时的

拉速、液位、热流密度等，以及它在二冷段时的各区水量、各段拉矫电流、热坯压力等相关

工艺参数，甚至生产过程中曾出现的其它异常情况，如大包烧氧、换浸入式水口等，也将它

跟踪定位在铸坯上（见图 5）。 

系统把与铸坯质量相关的可采集到的所有工艺过程数据，准确定位在各定尺铸坯上。相

比以往只能大致查询浇注整炉钢水时的各项工艺参数而言，采用 QES 系统后，可准确查询

各定尺铸坯当时在浇注过程中，在不同位置（中包、结晶器、二冷区等）时的各项工艺参数。

这为品种钢的开发，实验不同连铸生产工艺方案提供了方便可靠的追踪手段，减少实验钢种

的冶炼炉数。 

 

图 5 炉次基本信息 

Fig.5 Basic information of each furnace 

2.5 指导连铸生产（监视工艺和设备运行状况） 

监控连铸生产工艺参数，一旦发生异常，实时浇注客户端界面上会用红色字体突出显示

正在发生的质量事件[2]，提醒操作人员及时检查和处理，实现对连铸生产的指导功能。并且

监视连铸设备使用寿命，当设备的磨损属性达到一定程度，铸坯质量跟踪与判定模块（QES）

会自动提醒用户进行维护。总之，凡是现场要关注的情况，只要相应的参数进入了 IMC 平

台，那么 QES 系统就可实现对它的实时监控功能（如图 6）。红色字体显示了正在发生的异

常事件：1IO 回路流量异常、拉速异常。 

 

图 6 异常质量事件显示 

Fig.6 Abnormal quality events  

3 应用效果 

3.1 判定切割铸坯质量等级 

在定尺铸坯开始切割的 1s 内，系统就对切割的定尺铸坯给出判定结果，分合格、可疑、

不合格。判定的准确率与自动化的程度和工艺稳定性相关，判定结果是铸坯出现质量缺陷概

率的表示，判定为不合格铸坯出现缺陷的概率要远高于判定为合格的铸坯。这为台下操作工

检查铸坯质量时，提供了参考，以做到有的放矢，减少工作量。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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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实时判定铸坯的质量等级 

Fig.7 Quality grading of slab in real time 

 

3.2 预判定铸流上铸坯质量等级 

实时评估当前生产情况下铸流上铸坯的质量情况。当铸坯在铸流上时，就预判定当前的

质量等级，那么火切工就可标识可疑和不合格铸坯，为将来检查冷坯质量或跟踪轧材质量提

供指导。见图 8 针对多流小方坯，还可推荐换水口时间已保证铸流流铸坯满足定尺要求。 

3.3 历史浇次生产和质量追溯 

若铸坯在轧制过程中出现质量缺陷时，可通过历史浇注分析器客户端结合铸坯编号了解

当时该铸坯的浇铸情况：该连铸生产过程中曾发生过哪些异常质量事件，追溯当时的过程参

数。这为轧材产品缺陷原因的诊断提供参考。见图 9。 

 

图 8 预判定铸流上铸坯质量情况 

Fig.8 quality prediction of billet in each srand 

  
图 9 查看历史浇次中铸坯的详细信息 

Fig.9 details of his historical billet 

3.4 质量判定系统在质量攻关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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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分析总结报告 

Fig.10 summary report of quality  

技术人员比照质量判定系统中的数据，写出分析总结报告（如图 10），与板坯车间一起

提出整改办法，为提高板坯质量积累经验；维检工可以根据低倍结果和实物照片决定下浇次

是否检修和穿辊缝[3]。板坯质量判定系统上线后，三炼钢技术人员充分利用判定系统平台，

能够及时找出造成板坯质量波动的原因，对存在的问题逐一解决，大大降低了板坯轧前和轧

后改判率，没有再出现大的质量事故，将普通船板正品率稳定在 99%以上，高强船板正品

率稳定在 96.5%以上，品种兑现率完成 92%，完成了公司各项攻关指标。 

 

4  结论 

1）邯钢质量判定系统上线运行以来，运行稳定，功能覆盖面广，设计技术先进，计算

快速准确，减轻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给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了非常好的数据支持，为

三炼钢厂品种钢的开发和生产以及板坯质量攻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板坯质量判定系统系统使邯钢连铸质量管理步入了数字化和信息化，可移植性强，

如推广使用，对实现我国连铸质量管理信息化，提高连铸坯质量管理水平将产生重要的社会

意义和较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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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机械泵与蒸汽喷射泵的技术应用与比

较 
李  波 1，李梦英 1，崔家峰 2，段云祥 3，李梦龙 1 

（1.技术中心，2.热轧部，3.不锈钢，河北唐山 063000） 

摘  要：干式机械泵应用于 RH真空设备正在逐步推广，与传统的蒸汽泵相比，有一定优势。该文以河钢唐

钢热轧部及不锈钢公司真空泵使用效果为出发点，针对蒸汽喷射泵和干式机械泵的运行特点、工艺效果、

成本及环境影响做出详细比对分析。发现干式机械泵运行消耗比传统的蒸汽喷射泵节约 70%以上，最低运

行真空度 67×10
-2
 mbar，脱氢能力 55%~80%，脱氮能力 10%~50%，在脱碳期真空度控制能力、成本控制及

环境保护三方面优于蒸汽喷射泵，在脱气及脱碳效果方面与蒸汽喷射泵能力相当甚至更优。充分挖掘这两

种类型的真空泵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为后续产线真空泵的选择提供指导。 

关键词：RH  罗茨泵  蒸汽喷射泵  真空  成本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n Dry Mechanical 

Pumps and Steam Jet Pumps 

Li Bo，Li Mengying，Cui Jiafeng，Duan Yunxiang，Li Menglong 

（1.Technical Center,2.Hot-rolled Plant3.Stainless Steel, Tangshan Hebei 063000） 

Abstract: Used in RH vacuum equipment of dry mechanical pump is gradually extende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team pump, there are advantages.Based on the useeffects of 

vacuum pumps in the hot-rolled plant and the stainless steel company of Hesteel Tangsteel, the 

differences of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process effects, cos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between 

steam jet pump and dry mechanical pumps arecompared adequately. It is found that the dry 

mechanical pump running consumption savings of 70% more than the traditional steam jet pump, 

and the minimum vacuum degree is 67×10
-2

 mbar, the dehydrogenation capacity is 55%~80%,and 

the denitrification capacity is 10%~50%,in the decarburization of vacuum control, cost contro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better than three aspects of steam jet pump, compared with the steam 

jet pump,the degassing and decarbonization is same effect or even better.By fully excavat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vacuum pumps,guidance of choosing 

vacuum pump is provided for follow-up production lines. 

Key words: Rh; roots pump; steam jet pump; vacuum; cost 

 

前言 

随着特种钢需求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以及更高性能钢市场新机会的出现，全球关注的焦

点集中到了精炼以及真空脱气和真空氧脱碳工艺[1]。尤其是 RH 真空精炼，使用的真空泵主

要有机械泵和蒸汽泵，两种泵是当今钢水真空精炼装置的重要核心设备，是保证钢水脱碳、

脱氧、脱气、去夹杂等精炼效果的首要条件。干式机械泵是在电力带动下在泵腔内做机械运

动产生吸气和排气动作，实现抽真空；蒸汽泵是蒸汽经过拉瓦尔喷咀后，势能和动能经两次

转变，完成抽真空。2011 年重钢首次将干式机械泵应用 RH 真空精炼，并被评为世界钢铁

工业十大技术要闻[2]。结合产业布局及高强汽车板项目成立，集团决定 2 014 年在河钢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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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公司增上一套以干式机械泵为真空系统核心的 RH 真空装置，投产以来，真空度控制、

脱碳、脱气效果良好，设备各项性能指标运行良好，产品数量和质量稳步上升。本文以干式

机械泵为基础，对比河钢唐钢 2 006 年在热轧部投产的蒸汽喷射泵，分别从设备特点、工艺

效果、成本及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发掘二者的异同点。 

1 设备特点 

1.1 150 吨 RH 真空精炼 

河钢唐钢热轧部 RH 精炼设备 2006 年投产，为标准双工位布局[3]。2 个工位共用 l 套液

压顶升系统、l 套真空泵系统，通过 l 套可以自动运行的连接真空管道的移动弯管来实现 2

个工位的真空处理[4]。采用五级 700 kg·h
-1 全蒸汽喷射泵，见图 1，最低真空度 67×10

-2
 mbar

已开发出低碳、超低碳、电工钢等系列钢种。 

 

图 1 五级蒸汽喷射泵 

  Fig.1 Five stage steam jet pump 

该套真空系统由增压泵和喷射泵组成，通过控制泵的启停控制系统的真空度，真空系

统的真空度控制采用 5 种模式，详见表 1。 

表 1 河钢唐钢热轧部蒸汽喷射泵系统的控制模式 

真空模式    真空度         E1    E2    E3    S4a   S4b    S5a    S5b   S5c    

模式五     1 000 mbar→250 mbar       ×    ×    ×     ×     ×     √    √    √    

模式四     250 mbar→80 mbar         ×    ×    ×    √    √    √    √    ×    

模式三     80 mbar→23 mbar        ×    ×    √    √    ×    √    ×    ×    

模式二     23 mbar→6 mbar        ×    √    √    √    ×    √    ×    ×    

模式一     6 mbar→0.67 mbar        √    √    √    √    ×    √    ×    ×    

备注      ×代表停泵，√代表启泵                                                             

 

1.2 110 吨 RH 真空精炼 

河钢唐钢不锈钢公司 110 t RH 真空精炼引进奥钢联(SVAI)的设备和技术，于 2014 年 12

月热试，2015 年 3 月正式投产，真空系统采用欧瑞康（Oerlikon）进口螺杆泵和罗茨泵，抽

气能力为 300 000 m
3
·h

-1 以三模块 8~2~4 配置的标准化泵组，实景见图 2。第 1 级包括四台

DV 1 200 型螺杆泵，第 2 级包括两台 WH 7 000 型罗茨泵，通过快速接头连接，第 3 级包括

8 台与第 2 级完全相同的 WH 7 000 型罗茨泵，经同一根共用集管连接在一起，连接见图 3，

最高真空度 67×10
-2

 mbar。已开发出超低碳 IF 钢、加磷高强 IF 钢、双相钢等一系列汽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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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图 2 生产中标准化泵组实景                图 3 干式机械泵组（螺杆泵+罗茨泵） 

       Fig.2 Production of standardized pump group real   Fig.3 Dry mechanical pump unit 

 

河钢唐钢不锈钢公司干式机械泵采用的是螺杆泵和罗茨泵组合系统。泵组采用了水冷

电机，可以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包括极低频率)大电流运行，同时对电机采取变频控制，避

免真空泵的过载或空转，既降低了设备的损耗也减少了能源消耗。真空度控制方案分为轻处

理、本处理、深脱碳处理三种模式。 

2 工艺效果 

2.1 真空度控制 

干式机械泵正常运行的保证条件苛刻，主要包括粉尘浓度、粒度以及被抽气体温度、环

境温度等[5]，炼钢灰尘含量可达 3~7 kg·t
-1。因此在干式机械泵前置布袋式粉尘过滤器（如图

4）和气体冷却器，确保泵组入口处的含尘量少于 10 mg·m
-3，温度低于 50 ℃，以保护其免

受过多灰尘和高温气体的影响，影响其抽气能力。河钢唐钢不锈钢公司 RH 干式机械泵采用

变频控制，一方面有助于减少泵的型号数量，减少压力级数，节约能耗；另一方面通过调整

变频器功率控制机械泵抽气能力大小，进而控制各时期真空度。具有良好的操控性，可平稳

控制真空度，最低真空度达到 67×10
-2

 mbar，图 4 取 3 炉河钢唐钢不锈钢 IF 钢脱碳过程真空

度变化线。河钢唐钢热轧部 RH 采用 5 级 700 kg·h
-1抽气能力蒸汽喷射泵，最低真空度控制

小于 67×10
-2

 mbar，图 5 取 3 炉河钢唐钢热轧部 IF 钢脱碳过程真空度变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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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真空度变化曲线（机械泵）             图 5 真空度变化曲线（蒸汽泵） 

  Fig.4 Vacuum variation curve（Mechanical pump）   Fig.5 Vacuum variation curve（Steam pump） 

 

从图 4、图 5 脱碳期真空度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碳氧反应 1min 后，剧烈反应生成 CO，

释放出大量气体，与真空槽内残余空气混合在一起，考验着真空泵的抽真空能力。河钢唐钢

不锈钢公司 110 t 炉干式机械泵抽气能力为 300 000 m
3
·h

-1，折合蒸汽泵 20℃空气条件下抽气

能力为 270 kg·h
-1，要具备与河钢唐钢热轧部 150 t 炉 20℃空气条件 700 kg·h

-1同等的抽气能，

则其抽气能力需达到 510 kg·h
-1。图 4、图 5 对比分析，干式机械泵过程真空度反弹量小于

蒸汽喷射泵，说明采用变频器的干式机械泵真空度过程控制力强于蒸汽喷射泵，能很好的避

免真空度反弹，缩短脱碳时间。 

2.2 脱碳能力 

影响 RH 脱碳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真空度、载气量、脱碳时间、及钢水中游离的碳氧

比例。其中真空度是影响表面脱碳以及飞溅液滴脱碳反应进行的主要因素[7]，深脱碳后期主

要受时间影响。表 2 在同等的真空度、脱碳时间、载气量条件下两种真空泵脱碳能力对比表

明，干式机械泵 RH 出站碳含量的平均值及波动范围均优于蒸汽喷射泵。 

表 2 蒸汽喷射泵和干式机械泵 RH 出站碳含量控制效果 

钢种      真空系统     

样本数/

炉 

RH 初始

碳·ppm-1   

RH 初始

氧·ppm-1   

最大

值·×10-6 

最小值·×10-6 平均值·×10-6 

IF      

蒸汽喷射泵     30      310~370 559~755 38       18        25.5       

干式机械泵     30      310~400 550~761 20       12       15.6       

 

2.3 脱气能力 

RH 脱气主要发生在钢液、气泡和大气的接触面，低压、大量氩气吹入以及 CO 生成加

速了氢气、氮气从钢液到达大气中。一个炉次的脱气结果取决于真空槽压力、提升气体量以

及 CO 变化情况。脱气处理时，真空压力必须低于 1~2 mbar，相应处理时间为 15~25 min。

干式机械泵的脱氢率为 55%~80%，与初始氢含量高低关系不明显，见图 6。处理工艺基本

相同时，干式机械泵20 min后钢水氢含量最低可达0.8×10
-6，真空处理时间8min内、9~15min、

15~23 min 平均脱氢率分别为 64.1%、68.9%、77.4%；资料表明[7]，蒸汽喷射泵在真空处理

时间 10 min 内、11~15min、16~20 min 平均脱氢率分别为 63.6%、70.2%、78.3%。干式机械

泵脱氮率为 10%-50%，20 min 后钢水氮含量最低可达 15×10
-6。综合上述比对情况表明，干

式机械泵的脱气能力与蒸汽喷射泵相当。 

      

图 6 RH 脱氢能力趋势（机械泵）  

        Fig.6 Dehydrogenation capacity trends（Mechanical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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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本及环境影响 

3.1 介质消耗 

蒸汽喷射泵系统主要消耗介质包括蒸汽、浊环水、循环冷却水；干式机械泵系统主要消

耗介质包括电能、氮气和循环冷却水三部分，河钢唐钢不锈钢公司干式机械泵总装设功率为

2 100 kw，河钢唐钢热轧部炼钢室蒸汽郝量为 22 t·h
-1，IF 钢冶炼时间 26~32 min，表 3 为二

者冶炼 1 炉 IF 钢能源消耗对比，每炉钢水处理时间按 30min 计算。 

表 3 干式机械泵与蒸汽喷射泵的系统能源消耗对比 

序

号 

内容 条件 价格 单位 

全蒸汽泵（150 t） 干式机械泵（110 t） 

消耗 单位 分价 1 消耗 单位 分价 2 

1 蒸汽 1Mpa，205℃ 140 元·t-1 73.3 kg·t-1 10.27 — — — 

2 浊环水 0.3Mpa，35℃ 0.45 元·m-3 9.9 m3·t-1 2.97 — — — 

3 泵冷却水 0.5Mpa，32℃ 0.3 元·m-3 — — — 3.3 m3·t-1 1.49 

4 除尘吹扫氮气 0.5Mpa      0.8    元·m-3   — — — 1.35 m3·t-1 1.08 

5 电         0.57    元·kwh-1   — — — 7.6 kwh·t-1 4.35 

总计 — — 13.24 — — 6.92 

查阅相关资料表明[8]，蒸汽泵和水环泵混合运行时，运行成本较全蒸汽喷射泵年能节约

蒸汽 20%。河钢唐钢不锈钢公司干式机械泵总装设功率为 2 100 kw，从上表 3 可已看出，干

式机械泵与全蒸汽喷射泵相比，吨钢成本节约 6.32 元，110 t 级干式机械泵设计年产能为 132

万吨，年节约成本 834 万元。 

3.2 环境影响 

热轧部蒸汽喷射泵所使用的蒸汽来自于快速锅炉，而干式机械泵仅需要部分电耗，表 3

中显示全蒸汽喷射泵的能源消耗中蒸汽占比＞60%，机械真空泵系统的电费只有蒸汽成本约

40%，每年可降低大量能源消耗，进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 结语 

(1)作为抽真空的核心设备，全蒸汽喷射泵技术最为成熟，干式机械泵技术逐渐成熟，正逐

步成为真空脱气设备的首选，本文从河钢唐钢不锈钢公司应用效果中发现，干式机械泵使用

效果良好。 

(2)干式机械泵主要优点包括运行消耗比传统的蒸汽喷射泵节约70%以上，冶炼期间真空度控

制的稳定性，尤其是脱碳期，干式机械泵比蒸汽喷射泵的真空度控制能力更强。 

(3)在脱碳、脱气等冶炼效果上，二者能力相当，从河钢唐钢蒸汽喷射泵与干式机械泵比对

效果看，干式机械泵更优。 

(4)蒸汽喷射泵抽真空时所消耗的蒸汽占其能源消耗的60%以上，而干式机械泵仅消耗部分电

能，可节省大量蒸汽，进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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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电炉热装铁水冶炼工艺实践与改进 

贺春阳 

（河钢集团 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通过对电炉热装铁水工艺实践的研究，找出舞钢 90t 电炉目前设备下的最佳热装铁水比例为 40%左右，但随着

供氧强度的增加，能有效提高热装铁水比例。热装铁水模式下冶炼前期炉渣碱度在 1.0-2.0 之间时，易出现乳化跑钢现象，

前期加灰提高炉渣碱度至 2.5 左右，能有效防止炉渣乳化喷溅跑钢。优化改进后的热装铁水冶炼工艺，能较好的适应热

装铁水比例 30%-80%的变化，大幅缩短冶炼周期，降低冶炼成本，满足电炉热装高磷铁水情况下出钢磷含量的要求，冶

炼低磷钢的出钢磷含量稳定控制在 0.008%以下。 

关键词：电炉；热装铁水；碱度；造渣制度 

Practice and improvement of hot metal charging smelting process in 

Wusteel electric furnace 

HE Chun-yang 
（HBIS GROUP CO,.LTD, WUSTEEL COMPANY, Pingdingshan 4625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E Chunyangn, 

E-mail: he_hcy@yeah.net） 

Abstract：By studying the practice of hot metal charging in electric furnace, it is found that the optimum hot 

metal ratio is about 40% in the 90t electric furnace in Wusteel. But with the increase of oxygen supply 

intensity, the proportion of hot metal can be effectively raised. When the slag basicity is between 1.0-2.0 in hot 

charging mode, the phenomenon of emulsified running steel is easy to occur. The addition of ash in the early 

stage can increase the basicity of slag to about 2.5,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slag ran out of the 

furnace door. With the hot metal charging smelting process optimization improved heat, can better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hot metal charging 30%-80%, greatly shorten the smelting cycle, reduce smelting 

costs,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arget phosphorus content in the case of high phosphor, control of smelting 

low phosphorus steel tapping stable phosphorus content below 0.008%. 

Key words：electric furnace; hot metal charging; basicity；slag-making 

 

舞钢公司自 2014 年高炉投产后，铁水供应量充足，电炉炼钢逐渐采取了热装铁水冶炼模式，受铁水供

应量限制，实际铁水配比在 30-80%，原料由社会废钢、自产板边废钢、铁水和合金废钢等搭配入炉。由于

生产模式的巨大变化，冶炼中产生了一系列影响生产顺行和成本指标的问题，如冶炼前期炉门跑钢、辅助

时间长、炉内带料量大等，针对这些问题，舞钢公司对电炉热装铁水冶炼工艺进行研究分析。 

1  舞钢电炉主要技术参数 

舞钢公司一炼钢厂现有 EBT 偏心炉底出钢电炉 2 座，公称容量均为 90 吨，炉膛直径 6.1m，变压器功

率 70MVA，配一杆超音速水冷炉门氧枪，流量 4500m³/h，具有烟道废钢预热装置，实际单炉出钢量平均

100 吨左右，炉役 700 炉左右。热装铁水比例 30%-80%，冶炼周期 40min-60min。 

2  热装铁水冶炼工艺操作 

热装铁水是一项影响电炉冶炼历史的新技术，铁水热装技术除了具有冷生铁的相同优缺点外，还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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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的物理热，为缩短冶炼周期、强化冶炼创造了良好条件。 

2.1  铁水加入方式 

根据电炉厂的车间具体情况，铁水热装的方式有很多，目前国内主要的加入方式有三种[1]：（1）旋开

炉盖，用天车吊铁水罐，从炉顶直接加入。（2）用专用铁水车，通过铁水溜槽，从炉门口加入。（3）从炉

壁或水冷炉顶开孔，使用专用装置加入。舞钢公司电炉一直采用的是方式（1）炉顶兑入，该方式的优点是

无需设备改造投资，兑铁灵活快速，可操作性强，但这种方式须旋开炉盖切电兑铁，增加了电炉辅助时间，

操作中有意在炉门区后兑铁，可在炉门口形成热区，冶炼时炉门枪可快速起到吹氧助熔作用，缩短冶炼周

期。 

2.2  热装铁水比例 

电炉最佳热装铁水比例受电炉自身供氧强度、供电强度、除尘能力等多方面影响，舞钢电炉热装铁水

比例与冶炼周期的关系见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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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热装铁水比与冶炼周期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hot metal charging ratio and smelting cycle 

 

从周期方面考虑，在热装铁水比例小于 40%时，随着热装铁水比例的提高，电炉冶炼周期有所降低，

这是因为随着电炉热装铁水比例的提高，入炉的铁水物理热和化学能增加，提高了电炉的能力输入强度，

缩短了冶炼周期；当热装铁水比例大于 40%后，随着热装铁水比例的提高，电炉周期呈增加趋势，这是因

为铁水带入熔池大量的碳，超过了电炉系统的原有供氧强度的匹配值，脱碳速度成为影响冶炼周期的限制

性环节，从而延长了电炉的冶炼周期。 

从冶炼电耗方面考虑，电炉冶炼电耗随铁水比例的增加明显降低，热装铁水为熔池带入大量物理热和

化学能替代电能，现场生产中，当铁水比达到 60%时，冶炼电耗由全废钢时的 380kwh/钢降至 125kwh/t 钢。 

从除尘能力方面考虑，实际生产中当舞钢电炉热装铁水比例超过 40%时，冶炼中期的发气量已超出除

尘风机抽风能力，如不减氧将出现烟尘外溢现象。 

综合考虑，在舞钢公司电炉变压器容量 70MVA、氧枪流量 4500m³/h 的冶炼强度下，最佳热装铁水比

例约为 40%。 

2.3  造渣制度 

头批渣量控制 

电炉高热装铁水比冶炼时，铁水带入熔池大量的硅，前期吹氧冶炼熔池中的硅基本完全氧化生产 SiO2

进入渣中，降低初渣碱度，冶炼前期低碱度炉渣极易乳化[2]，乳化现象发生后，有大量的金属铁滴随炉渣

从炉门流出，降低了金属收得率。乳化跑钢炉次碱度分布关系见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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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乳化跑钢炉次炉渣碱度分布 

Fig.2 Basicity distribution of slag in furnace door running steel 

 

当初渣碱度在 1.0-2.0 之间时，炉渣乳化现象严重，在冶炼前期易出现爆发式溢渣，渣中带有大量金属

铁滴，化验炉渣全铁（TFe）含量达 30%-40%，造成钢铁料消耗增加。 

为控制冶炼前期炉渣乳化跑钢，须在冶炼前加石灰提高炉渣碱度，具体加入量控制随热装铁水量的增

加而增加，总体控制在 1.2t-2.0t 之间，可确保冶炼前期炉渣碱度在 2.5 以上。当石灰配入量不足时，起不到

提高炉渣碱度的作用，当石灰配入量过大时，碱度过高渣况不佳，影响供电供氧效率，易涨渣墙影响生产。 

加灰方式 

冶炼头批石灰的加入方式对石灰熔化速度和前期防乳化跑钢效果有着重要关系，传统的石灰加入方式

是随废钢在料篮底加入，在熔池敞开至废钢加入之间，熔池裸露渣面温度急剧降低，当石灰随废钢加入后

熔池温度进一步降低，此时石灰的熔化条件较差，需兑铁吹氧后逐步熔化，不能很好的起到提高炉渣碱度

防止乳化跑钢的作用。 

根据 EBT 电炉留钢留渣的特点，舞钢公司电炉设计加装了高效辅助加灰装置，装置示意图如图 3。 

 

图 3 电炉高效辅助加灰装置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high efficiency auxiliary ash adding device for electric furnace 

 

该装置由高位料仓 1、机电控制阀 2、导向溜槽 3 构成，通过操作室控制加灰量，此装置加灰仅需 6-10s，

在旋出炉盖的同时即可完成加灰，不需增加任何额外辅助时间，同时该装置能够充分利用熔池留渣保留的

高温、高（FeO）、良好流动性的化渣有利条件，快速熔化石灰。 

2.4  供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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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炉热装铁水冶炼，熔池配碳量明显增加，冶炼过程需要配合强化用氧工艺，强化用氧有利于降低炼

钢成本，缩短冶炼周期，有利于强化过程钢液搅拌，提高钢液质量，有利于节约电能，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对于普通铁水，每吹入 1m³的氧气，其所含各元素在 1600℃时的反应理论发热值约 4kW·h
[1]。 

舞钢电炉原有一杆炉门超音速水冷氧枪，马赫数 2.2，工作压 0.8-1.6MPa，氧气流量 4500m³/h。单一

炉门氧枪供氧强度仅为 0.75m³/(t·min)，不能满足高热装铁水比模式下的供氧强度要求，故在炉壁位置加

装一杆灵活的侧壁氧枪，该氧枪可实现变枪、变压、变入射角操作，枪位 0.3～0.9m，流量 0～3500m³/h，

工作氧压 0～1.2Mpa，氧气入射角 28～68°，有利于减少炉内冷区、氧枪化渣、脱碳的功能转换灵活，前

期高枪位、小流量、小入射角辅助化渣、中期低枪位、大流量、大入射角强化脱碳，炉渣返干提枪位化渣、

后期可实现单枪操作，可有效控制钢液过氧化。 

生产中炉门氧枪和侧壁氧枪配合使用，供氧强度可达 1.3m³/(t·min)，在冶炼开始直接进行吹氧操作，

炉门区废钢吹化以后直接埋枪脱碳升温，增强熔池搅拌，改善传热传质条件，加速废钢熔化和化学反应进

行，大幅缩短冶炼周期。强化供氧操作在稳定冶炼周期的同时，能有效增加铁水热装比例。 

2.5  供电制度 

电炉热装铁水冶炼时，铁水带入的物理热和化学热相当显著，此时供电制度要充分考虑冶炼的能量匹

配，并不追求输入功率的最大化，应通过能量平衡核算确定输入的合适能量。 

在单兑铁（30%-40%）情况下，留钢留渣操作配合头批石灰的合理加入，泡沫渣能很快形成埋住电弧，

可迅速采用高功率送电操作；在双兑铁（60%-80%）情况下，由于铁水自身所带物理热和化学能巨大，冶

炼过程电能需求量小，初期应采用小功率低电压送电或不送电，避免升温过快造成脱磷困难，后期炉渣返

干。 

3  高铁水比条件下的低磷钢生产 

舞钢公司电炉所用热装铁水受生产环节限制，未经过铁水预处理，铁水中磷含量在 0.080%-0.250%之

间，电炉脱磷压力巨大，尤其时在热装铁水比例达到 60%以上时，以往冶炼工艺很难生产磷含量在 0.012%

以下的低磷钢，需在后部精炼工序采用二次脱磷工艺进一步降低磷含量，造成成本浪费，影响生产顺行。 

改进后的冶炼工艺，强化了前期的脱磷条件，控制了后期的回磷现象。上炉冶炼毕适当减少留渣量，

增加头批渣料加入量，使得冶炼初渣的碱度稳定在 2.5-3.0 之间，同时具有较高的活性，吹炼时适当控制前

期升温速度，加强氧流搅拌；冶炼后期，吹开炉门自然放渣，并补加 1.0-1.5t 活性石灰，提升终渣碱度和粘

度，埋弧固磷，控制回磷和下渣。 

工艺优化改进后，在高铁水比冶炼条件下，冶炼低磷钢时出钢磷含量能稳定控制在 0.008%以下，部分

更高要求炉次能达到 0.005%以下，较以往工艺平均出钢磷含量 0.013%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大幅减少精

炼二次脱磷比例，确保生产顺行，减少成本浪费。 

4  效  果 

通过对电炉热装铁水工艺的研究与改进，进一步优化了造渣、供氧和供电制度，设计加装了高效辅助

加灰装置和灵活侧壁氧枪装置，成功降低了炉门跑钢比例，大幅缩短冶炼周期，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均有明

显改善，最终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适应性强的电炉热装铁水冶炼工艺。 

5  结  论 

1）舞钢 90t 电炉的最佳热装铁水比例为 40%左右。 

2）冶炼初期炉渣碱度在 1.0-2.0 之间时，易出现乳化跑钢现象，前期加灰提高炉渣碱度至 2.5 左右，能

有效防止乳化喷溅跑钢。 

3）增加供氧强度在稳定冶炼周期的同时，能有效提高铁水热装比例。 

4）改进后的冶炼工艺，使电炉高铁水比模式下冶炼低磷钢的出钢磷含量稳定控制在 0.00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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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渣炉低频电源快速熔断器检测装置的开发及应

用 

 宋立功，胡彦持 

（河钢集团 舞钢公司，河南 舞钢 462500） 

 

摘  要：本论文以电渣炉低频电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原有低频电源快速熔断器检测装置的设计缺陷进行分析，

重新定义并开发快速熔断器报警装置，并结合现有 PLC 以及 WinCC 实现远程报警提示，避免低频电源快速熔断器

的误报警及不报警的事故发生，提高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关键词：低频电源，PLC，熔断器检测装置，Profibus-DP，WinCC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ts low frequency power fast 

fuse detection device 

SONG Li-gong, HU Yan-chi 
(Iron mill Wu-Y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Ltd. Henan Pingdingshan 46250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s low frequency power suppl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sign defects of the original low frequency power detection device of quick fuse, re define and develop 

fast fuse alarm device,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PLC and WinCC to realize remote alarm, accident 

alarm to avoid low frequency power fast fuse and false alarm and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the device. 

Key words: low frequency power supply, PLC, fuse detector, Profibus-DP, WinCC 

 

舞钢公司电渣炉冶炼采用低频电源供电，额定输出电压 120V，额定电流 32kA，换向频率为 0-5Hz 可

调。控制方式为三相桥同相逆并联晶闸管整流，低频电源主要由 144 个晶闸管（每 3 个并联成 1 组）和控

制电路组成。为保护晶闸管的正常运行，在每个晶闸管前端配置了快速熔断保护器，同时快速熔断保护器

的运行状态主要靠快速熔断器检测板进行检测，但是通过对运行设备的观察和分析发现原始设计的快速熔

断器检测板存在以下缺陷： 

（1）原快速熔断器检测板容易受外部电场、磁场的干扰及检测线间分布电容的影响，经常发生误报警

和不报警的情况。 

误报警：当快速熔断器出现 2 个以上误报警后，低频电源同步检测脉冲装置被封锁，促使低频电源无

法正常工作而异常停机，仅 2016 年就引发了 13 次误报警。 

不报警：当快速熔断器已经熔断，但因没有报警信号而不能及时被发现以及处理，则相对应的晶闸管

回路开路，流经该组的电流只能由剩余的两个晶闸管承担，使得流经的电流过大，容易导致另外两个快速

熔断器被熔断，甚至损坏晶闸管，造成低频电源无法正常工作，使事故扩大化，2016 年 7 月发生一起不报

警，导致 1#炉晶闸管烧毁率达 20％左右。 

（2）原检测板无定位功能。 

每套低频电源有 144 个熔断器，当某个或多个熔断器损坏后，原检测板只提示报警，并不能确定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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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位置，需要对 144 个熔断器逐个检查，才能找到损坏的熔断器并进行处理，检测平均耗时 12min。 

然而每炉电渣钢的平均生产周期长达 33h，过程断电一方面会影响电渣锭质量，造成表面深渣沟或内

部夹杂；更重要的是，我公司电渣炉为抽锭式电渣炉，断电后系统热量供给和钢液供给中断，致使结晶器

与凝固坯壳之间缝隙变大而引发漏钢事故，停电时间超过5min，再送电后漏钢风险高达50%；停电时间超

过 10min，风险高达 80%；停电超过 20min，因风险接近 100%，按照事故预案将终止生产，造成钢锭不合

格。 

因此，开展低频电源快速熔断器检测装置的研究与开发，确保低频电源稳定运行，对电渣钢生产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 

1  设计概况 

1.1 技术思路创新 

（1）设计并制作故障显示面板，通过横向及纵向故障指示灯形成的阵列交叉实现定位，能够快速判断

损坏熔断器的具体位置。 

（2）设计由限流电阻、稳压二极管、报警检测控制及微型继电器等电子元器件组成 

厚膜组件，与熔断器指令开关线连接形成阵列，替代原熔断检测板，根除受电磁干扰、线间分布电容

的影响,能够精准的发出异常信息。 

（3）通过编写程序建立通讯，实现远程监控和报警。 

1.2 设计并制作故障显示面板 

根据低频电源快速熔断器的布置方式，将现场 144 个熔断器指令开关引线定义为 12x12 矩阵交叉的接

线规则。横向定义为 HR，纵向定义为 VR，低频电源熔断器接线端子如图 1 所示，并根据接线端子图设计

制作故障显示面板，如图 2 所示。 

 
图1  现场熔断器接线端子图 

Fig.1 Connecting terminal of quick f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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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故障显示面板示意图 

Fig.2 Diagram of fault display panel 

故障信息可以通过面板上 VR 与 HR 的指示灯横向与纵向的交叉点来确定故障熔断器的位置，每个交

叉点对应现场一个熔断器，横向与纵向分别接入 12 个直流 12V 故障指示灯，接通 DC24V 电源后，若现场

出现熔断器损坏，则此熔断器指令开关导通，相对应横向与纵向交叉的故障指示灯亮。 

为了便于维护电工能够迅速找到损坏的熔断器，我们结合现场情况，对熔断器进行编号，将低频电源

分为南侧及北侧，从南侧西面开始每竖列熔断器分为一组（即南侧每竖列从西向东分别为 1~12），从北侧

东面开始每竖列熔断器分为一组（即北侧每竖列从东向西分别为 13~24）；每竖列熔断器均为 6 个，从上

到下为 1~6，总计 24×6=144，每个熔断器位置只有唯一的编号，如若出现报警就能迅速对损坏的熔断器

进行定位处理。 

每个交叉点对应一个熔断器，如图 2 所示，其中图 2 中标号“1”为对应的熔断器，标号“2”为对应

的故障指示灯。例如：当 VR0 与 HR0 指示灯同时亮时就表明 12-4 相对应的熔断器损坏，即低频电源南侧

第 12 列第 4 个熔断器损坏，这样能达到快速准确查找并及时处理的目的。      

1.3  开发集成报警厚膜组件 

1.3.1  熔断报警电路工作原理 

当某一熔断器损坏，则熔断器微动开关导通，相对应的 HR 侧及 VR 侧电路接通，同时 HR 侧及 VR 侧

对应指示灯亮。考虑到可能会出现多个熔断器同时损坏，VR 或 HR 侧指示灯上的电压会发生变化，固在

HR 侧指示灯上并联限流电阻和稳压电路以达到均流、稳压的效果，保证 VR、HR 侧指示灯的电压始终在

12±0.9V 之间，能够准确的表述故障熔断器信息。电路设计原理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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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电路设计原理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circuit design 

1.3.2 设计集成厚膜组件 

因熔断报警电路中限流电阻、稳压二极管及报警控制二极管数量较多，安装在低频电源控制柜内

会占用大量的空间，我们将上述电子元器件设计在一个整体的集成模块上，只需将电路板所需接线做

成接线端子即可，便于接线。集成电路板如图 4 所示。 

 
图4  集成电路板 

Fig.4 integrated circuit board 

1.3.3  编写程序建立通讯，实现远程监控和报警 

由于低频电源室为无人值守，在熔断器出现故障时并不能及时发现。基于此，我们利用报警二极

管组成的“或门电路”导通，进而触发直流 12V 微型继电器工作，其常开触点被吸合，获取故障信

号，并接入到低频电源PLC数字输入模板中，通过编写程序，建立通讯，将故障信息传输到电渣炉操

作台监控画面上，以此实现远程报警提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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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造后的效果 

此快速熔断器检测装置主要采用矩阵交叉查询，自行设计电路并开发厚膜组件，该装置结构简

单、构思新颖、成本低、抗干扰能力强，能充分反应出快速熔断器的真实状态，其优点如下： 

（1）克服了现场电磁干扰的现象 

（2）利用矩阵交叉定位确定故障熔断器的唯一性 

（3）自行设计并开发了集成电路板，制作成本低 

（4）实现远程报警提示 

（5）运行稳定，且便于维护， 

该装置至投用至今，误报警的出现率大大降低，同时我们对其进行了一年的数据统计如表 1。 

表 1  改造前后部分技术指标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ome technical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transformation 

 抗干扰能力 设备可靠性 
平均年度误

报次数 

实际故障次

数 
误报率 

北京椿树熔

断器检测板 

弱电信号，容易受

到电磁干扰，误报

警率高 

备件费用高，且容易受

到电磁干扰损坏，不易

维修，专有性强 

13 5 72% 

自行设计熔

断器检测装

置 

克服电磁干扰，运

行稳定，无误报警

发生 

运行稳定，维修方便，

且能实时反应熔断器的

真实状态 

0 3 0 

通过上述表格中数据，可以看出，本次开发的熔断器检测装置，没有发生误报警的情况，达到了

预期设计目标。 

3  结束语 

本装置结构简单、构思新颖、成本低、且抗干扰能力强，稳定性较好，能有效克服现场的电磁干

扰，提高了故障检测的真实性，同时又新提出的矩阵交叉查询列表能精准确定故障熔断器的唯一性，

既提高了设备的稳定性，又能快速解决熔断器故障，降低了备件成本，提升了设备运行的稳定性，从

而提高了板坯电渣锭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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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铁中硅、磷、铜、锡、锑的联合测定 
齐  兵 ，周淑新 

（河钢石钢 技术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  要：研究了采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测定钼铁中微量元素和残余元素的检测方法。主要研究了几种元素不同国标

方法和采用一种方法溶样方式后，不同元素同时测定。由于国产钼铁标样没有锡、锑的定值，在极少量的进口标样中

虽含有这两个元素的值，但含量也很低，采用定量加入法加入锡、锑的标液方法，利用 ICP 光谱法同时测定钼铁中的

硅、磷、铜、锡、锑元素的含量，提高工作效率。 

关键词：微量元素；残余元素；联合测定；定量加入；标液 

 

In Silicon Molybdenum Iron, Phosphorus, Copper, Tin, 

Antimony, Combined Determination 

QI Bing, ZHOU Shu-xin 

(HBIS SHI steel technology center, shijiazhuang, hebei province 050031) 

Abstract：The use of plasma emission spectrometer was develop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ce elements 

and residual elements in molybdenum iron test methods. Mainly studies several elements of different 

national standard method and adopting a method after dissolving sample method, determina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domestic molybdenum iron sample without fixed value of tin, antimony, 

although in very small amounts of imported sample containing these two elements of value, but the content is 

low, quantitative join method is used to join the liquid method of tin, antimony, using ICP spectrometry 

determination of silicon in molybdenum ir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ent of phosphorus, copper, tin, 

antimony elements,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Key words：trace elements; residual elements; combined determination; quantitative add; the liquid 

 

为实现钢中微量元素受控，保证钢种质量，对炼钢原辅料中微量元素和残余元素的检测要求越来越高，

其中，钼铁是炼钢过程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铁合金。.钼铁中硅、铜、锡、锑等元素的分析，按国家标准分

析方法需经过复杂的化学处理，再采用相应的化学方法测定，分析过程长，应用试剂多，尤其是锡、锑含

量低，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差，远不能满足高附加值钢的需要。.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进行了钼铁中微量元素

分析检验方法试验，投入日常检验。 

 

1 分析方法的确定 

钼铁中的硅、磷、铜、锡、锑元素测定，国家标准是分表采用国标方法检测，占用人员多，方法繁琐，

时间长。我们利用 ICP 光谱法同时测定钼铁中的硅、磷、铜、锡、锑元素的含量，提高工作效率。 

根据分析元素的标准控制要求，选择标样； 

国产钼铁标样没有锡、锑的定值，在极少量的进口标样中虽含有这两个元素的值，但含量也很低，故

采用加量法进行锡、锑的检测。 

工作曲线溶液的配制采用与样品溶液相匹配的 Mo-Fe 基体溶液，即（Mo60%;Fe35%），配制成不同浓

度的系列标准溶液。 

表 1 配制系列标准溶液  % 

 Si P Cu Sn Sb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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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25 0.05 0.10 0.05 0.05 

2# 0.50 0.075 0.20 0.075 0.075 

3# 0.75 0.10 0.40 0.10 0.10 

4# 1.0 -- 0.80 -- -- 

2 试验样品的称样量和溶样条件 

称样量的选择：因样品中的锡、锑含量很低，为了增加信号强度，提高检测准确度，采用增量方法进行检

测，即在溶解完毕的样品中加入锡、锑标准溶液，使锡、锑的质量分数均达到 0.05%，测试后用差减法得

出样品的实际含量，试验表明，称样量 0.2000g 时信号强度较强，样品溶解完全。 

3 选择元素分析谱线、分析条件 

锡元素最灵敏的两条谱线是 189.1nm 和 293.8nm，其中， Sn 线 189.1nm 谱线附近没有主体元素钼和铁

的干扰，是一条较为理想的谱线，而 Sn 线 293.8 谱线附近有主体元素铁线 283.9 谱线的干扰，但本实验所

用仪器有较高的分辨率，可保证分析线和干扰线的分离。同样锑 Sb(206.8nm)和（231.1nm）是两条最灵敏

的谱线，都能作为分析线，使用时根据情况进行选择。其它元素的谱线也遵循灵敏高，光谱干扰小的原则

进行选择 

表 2  元素分析谱线      单位 nm 

元素 Si P Cu Sn Sb 

谱线 251.612 178.287 324.754 189.989 217.581 

4 仪器最佳工作参数选择 

光谱仪的工作参数主要是指功率、z 载气流量和观测高度等，选择的主要依据是较小的干扰效应、较

强且稳定的分析强度，以及对所有待测元素均合适的条件。经过试验仪器参数选择如下：功率为 1180W； 辅

助气流量为 0.5L/min ；试液提升量 1.85L/min 。见下图： 

5 方法检出限的测定 

用质量分数 60%Mo 和 35%Fe 打底，按试样相同的操作处理成基体空白溶液，在设定的分析程序

MoFe-SiPCuSnSb 下，对基体空白溶液平行测定 10 次，以其测定结果的 3 倍标准偏差作为方法的理论检出

限，试验结果如下： 

表 3   方法的检出限 

元素 Si P Cu Sn Sb 

检出限% 0.010 0.002 0.003 0.001 0.003 

由此可以看出：该方法检出限低，可满足钼铁中硅磷铜锡锑的检测。 

6 工作曲线的绘制 

用系列标准溶液制作各分析元素的工作曲线，并进行峰型的干扰、修正、拟合等处理后，各元素工作

曲线的相关系数均在 0.999 以上，线性很好。参见以下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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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元素工作曲线 

 

Si 元素工作曲线 

 

Cu 元素工作曲线 

 

Sn 元素工作曲线 

 

 

Sb 元素工作曲线 

7 精密度试验 

取编号为 Q1111150999 的钼铁样品 ，在分析程序 MoFe-SiPCuSnSb 下进行浓度检测，测定次数

10 次，分析结果见表 4. 

可见，本方法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3%，精密度结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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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准确度试验 

选取几个钼铁标准样品进行分析，根据标准样品的定值与 ICP 分析值进行比较，考证本方法的准 

确度，结果见表 5。可见，本方法与标准样品结果偏差小于化学分析误差。 

可见，ICP 光谱分析值与标准样品定值吻合，该方法准确度符合要求。 

9 结论 

该方法的应用，可同时分析钼铁中五种元素，简化了分析步骤；提高了分析速度；满足了冶炼特钢对

微量元素需求。 

表 5  准确度分析 

标准样品 方法 Si P Cu Sn Sb 

F13/3 
ICP 0.47 0.041 0.32 0.051 0.023 

标准值 0.48 0.042 0.31 0.053 0.024 

GSB03-1

563-2003 

ICP 0.31 0.033 0.176   

标准值 0.33 0.032 0.181   

SL20-12 
ICP  0.028 0.40   

标准值  0.028 0.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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