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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

炼渣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选用碳酸钙矿

物粉和氧化铝粉作为原材料，将所述原材料进行

混合搅拌；在混合搅拌过程中向所述原材料中添

加粘结剂以形成压球物料，采用压球机将所述压

球物料压制成球；将制得的球体进行烘烤后得到

所述精炼渣。本发明的优点是：（1）生产工艺简

单，生产过程中能耗低，对环境无污染；（2）通过

压球机压制成球，产品球强度高，可进高位料仓

使用，较简单混合型精炼渣相比，产品成分均匀、

粉尘含量低、强度高，可有效改善使用现场操作

环境；（3）产品粒度范围为5-15mm，粒度适中，便

于在钢渣表面快速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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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选用碳酸钙矿物粉和氧化铝粉作为原材料，将所述原材料进行混合搅拌；在混合搅拌过

程中向所述原材料中添加粘结剂以形成压球物料，采用压球机将所述压球物料压制成球；

将制得的球体进行烘烤后得到所述精炼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碳酸钙矿物粉中的CaCO3含量不低于95%，所述氧化铝粉中的Al2O3含量不低于9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精炼渣的各组分质量百分比为：Al2O3  18-50%、CaCO3  50-80%、不可避免杂质不大于10%，

所述不可避免杂质包括SiO2、MgO、Fe2O3、S以及P。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精炼渣的各组分质量百分比的优选范围为：Al2O3  25-30%、CaCO3  60-70%、不可避免杂质

不大于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碳酸钙矿物粉和所述氧化铝粉的粒度范围为0-5m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碳酸钙矿物粉和所述氧化铝粉的优选粒度范围为0-1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粘结剂为淀粉、液碱、冶金专用胶、801胶水、片碱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混合搅拌的

时间为8-10分钟。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粘结剂的添加量不超过所述压球物料总质量的6%。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烘烤所述球体前还包括以下步骤：将压制成球后的球体经5mm振动筛过筛，筛除其中的细

粉，使得到的所述精炼渣的粒度范围为5-15m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烘

烤所述球体的具体方法为：将压制得到的所述球体装入烘烤小车内，运送至隧道窑内进行

烘烤，烘烤温度为100-130℃，烘烤时间为10-12小时，使所述精炼渣中水分的质量百分比不

超过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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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炼钢炉外精炼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

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炼钢以及精炼过程中，随着人们对钢质纯净化的追求，以及生产高附加值

产品的技术需求，冶金预熔渣被越来越多的采用，来脱除钢中的多余的硫以及非金属夹杂

物。在钢包精炼过程中向钢包中加入特殊配比的渣料，在电弧加热下熔化成液态渣，达到精

炼钢液、绝热保温等目的的渣料，统称为精炼渣。其主要作用有：

脱除钢水中的硫和氧。精炼渣一般碱度较高，氧化铁含量较低，因此具有较高的硫容量

和氧容量，可以通过扩散方式对钢水进行脱氧和脱硫作用；

保护包衬，提高热效率。合成渣料熔化成渣后形成部分泡沫渣，可对电弧进行埋弧加热

操作，减轻了电弧对包衬、包盖耐火材料的侵蚀；

捕捉钢中夹杂物，净化钢液。LF钢包炉通过底部吹氩搅拌，促使钢中夹杂物聚集上浮，

与合成渣接触被吸收，可以精炼超纯净钢液；

隔绝空气，防止钢液吸收气体。电弧加热过程电极周围空气中的水分子、氮气极易电离

而进入钢液使气体含量增加，通过渣层覆盖钢液，可以有效地防止吸入气体。

[0003] 常见精炼渣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简单混合型，另一种是预

熔型。简单混合型是将精炼渣所需的各种原料（石灰、矾土、萤石等）破碎后按一定比例机械

混合而成。其具有原料来源广泛、价格低廉、生产工艺简单等特点，但仅简单混合型精炼渣

熔化温度高（一般为1440℃左右）成渣缓慢，同时熔化高熔点精炼渣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和

冶金材料，高温钢水长时间侵蚀炉衬使炉龄降低。同时这种渣由于组分比重的差异易产生

成份偏析，性能不稳定，且放置时间长易水化，影响精炼效果。而精炼预熔渣是将组成精炼

渣的各种原料（石灰、矾土、萤石等）破碎后按一定比例机械混合后，用化渣炉去除杂质、水

淬粉碎后而成。其作为一种预熔型精炼渣，具有成份均匀、性能稳定，成渣速度快、吸热小、

粉尘少等特点，但预熔型精炼渣一般采用平炉或电炉的方式将物料全部熔化后再通过冷

却、破碎的方式生产，其生产能耗高、废气排放量大，投入到炼钢炉中使用又要进行二次熔

化，不仅造成了能源的巨大浪费，也不符合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且生产过程中环境

恶劣、对环境污染高，随着国家环保要求的日益提高，预熔型精炼渣的生产工艺已满足不了

环保的要求，多数生产企业面临关停的窘境。预熔型合成渣的主要原料铝矾土，其成份为

Al2O3和SiO2，SiO2对于炼钢来说，是有害夹杂，会与钢水中的酸熔铝发生反应，在钢水中生

成二次夹杂物，严重影响钢种品质以及后续的浇铸顺行，因此炼钢过程中各工序都严格控

制SiO2的含量。若要降低预熔型合成渣的杂质含量，势必使用高品位铝矾土，然而高品位铝

矾土资源本来就匮乏，炼制低硅的预熔型合成渣日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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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根据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了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

精炼渣的生产方法，该生产方法通过选用高纯度的碳酸钙矿物和氧化铝作为原材料，采用

机械混合的方式混合均匀，添加粘接剂后通过压球机压球的方式将以上物料压制成球，最

后进行烘烤得到粒度范围为5-15mm的精炼渣。

[0005] 本发明目的实现由以下技术方案完成：

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选用碳酸钙矿物粉和氧化铝粉作为原材料，将所述原材料进行混合搅拌；在混合搅拌过

程中向所述原材料中添加粘结剂以形成压球物料，采用压球机将所述压球物料压制成球；

将制得的球体进行烘烤后得到所述精炼渣。

[0006] 所述碳酸钙矿物粉中的CaCO3含量不低于95%，所述氧化铝粉中的Al2O3含量不低于

95%。

[0007] 所述精炼渣的各组分质量百分比为：Al2O3  18-50%、CaCO3  50-80%、不可避免杂质

不大于10%，所述不可避免杂质包括SiO2、MgO、Fe2O3、S以及P。

[0008] 所述精炼渣的各组分质量百分比的优选范围为：Al2O3  25-30%、CaCO3  60-70%、不

可避免杂质不大于6%。

[0009] 所述碳酸钙矿物粉和所述氧化铝粉的粒度范围为0-5mm。

[0010] 所述碳酸钙矿物粉和所述氧化铝粉的优选粒度范围为0-1mm。

[0011] 所述粘结剂为淀粉、液碱、冶金专用胶、801胶水、片碱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

混合搅拌的时间为8-10分钟。

[0012] 所述粘结剂的添加量不超过所述压球物料总质量的6%。

[0013] 在烘烤所述球体前还包括以下步骤：将压制成球后的球体经5mm振动筛过筛，筛除

其中的细粉，使得到的所述精炼渣的粒度范围为5-15mm。

[0014] 烘烤所述球体的具体方法为：将压制得到的所述球体装入烘烤小车内，运送至隧

道窑内进行烘烤，烘烤温度为100-130℃，烘烤时间为10-12小时，使所述精炼渣中水分的质

量百分比不超过0.5%。

[0015] 本发明的优点是：（1）生产工艺简单，生产过程中能耗低，对环境无污染。较传统预

熔型精炼渣相比，减少了二次熔化的能源浪费，吨产品降低能源消耗约294万大卡热量，减

少了碳排放；（2）产品使用原材料粒度为0-1mm的细粉，搅拌充分、成份均匀，搅拌过程中添

加了部分粘结剂，通过压球机压制成球，产品球强度高，可进高位料仓使用，较简单混合型

精炼渣相比，产品成分均匀、粉尘含量低、强度高，可有效改善使用现场操作环境；（3）产品

粒度5-15mm，粒度适中，便于在钢渣表面快速熔化，试验证明，其熔化速度较预熔型精炼渣

相比，基本相差无几；（4）产品使用高纯度碳酸钙矿物，使用过程中可有效利用高温钢水的

热力学条件和动力学条件快速分解，生成泡沫渣，便于快速造渣以及埋弧操作，提高热效

率、减少电弧对炉衬以及耐材的侵蚀。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中精炼渣的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的CaO-Al2O3二元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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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附图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及其它相关特征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以

便于同行业技术人员的理解：

实施例：如图1-2所示，本实施例具体涉及一种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精炼渣的生产方

法，该生产方法通过选用高纯度的碳酸钙矿物和氧化铝作为原材料，采用机械混合的方式

混合均匀，添加粘接剂后通过压球机压球的方式将以上物料压制成球，最后进行烘烤得到

粒度范围为5-15mm的精炼渣。

[0018] 本实施例中钢液精炼造渣脱硫用的精炼渣的各组分及其质量百分比如下：Al2O3 

18-50%、CaCO3  50-80%、不可避免杂质不大于10%，其中，不可避免杂质包括SiO2、MgO、Fe2O3、

S以及P；优选的，精炼渣的各组分及其质量百分比为：Al2O3  25-30%、CaCO3  60-70%、不可避

免杂质不大于6%。

[0019]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钢液精炼造渣用精炼渣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选用高纯度的碳酸钙矿物和氧化铝作为原材料，对原材料进行预处理，将碳酸钙矿

物和氧化铝中存在的块状体分别经磨粉机磨粉，形成碳酸钙矿物粉和氧化铝粉以备用，并

确保无结块受潮现象；

本实施例中的碳酸钙矿物粉和氧化铝粉的粒度范围严格控制在0-5mm，以确保生产出

来的精炼渣成分均匀，便于在钢渣表面快速熔化；优选的，碳酸钙矿物粉和氧化铝粉的粒度

范围为0-1mm；

此外，本实施例中的碳酸钙矿物粉中的CaCO3含量不低于95%，并且氧化铝粉中的Al2O3

含量不低于95%，以确保原材料的纯净度。

[0020] （2）根据设定的精炼渣的组分配比关系，采用电子秤计量分别按照质量百分比配

置碳酸钙矿物粉和氧化铝粉。

[0021] （3）开启搅拌机，将原材料加入搅拌机中，在搅拌过程中均匀加入粘结剂，搅拌机

混合搅拌的时间控制在8-10分钟，以确保原材料与粘结剂充分混合均匀，形成压球物料；

本实施例中的粘结剂为淀粉、液碱、冶金专用胶、801胶水、片碱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组

合，并且粘结剂的添加量不超过形成的压球物料总质量的6%，以严格控制其他杂质的混入。

[0022] （4）开启压球机，将压球物料压制成球，本实施例中采用的压球机为能够将粉状物

料压制成球型的窝状压球机，并且制得的球体的粒度小于15mm；然后将制得的球体经5mm振

动筛过筛，筛除粒度在5mm以下的细粉，以得到粒度范围在5-15mm的半成品球体。

[0023] （5）将获得的半成品球体装入烘烤小车内，并运送至隧道窑进行烘烤，控制烘烤温

度为100-130℃、烘烤时间为10-12小时，从而得到上述组分含量的精炼渣，并且得到的精炼

渣中水分含量不超过0.5%。

[0024] 为进一步验证各组分之间的配比关系对精炼渣的性能的影响，本实施例提供了如

下七组样品，各组样品的物料配比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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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生产方法制备得到7份精炼渣，这7份精炼渣的各组分配比关系如下表2所示：

表2：

将制备得到的各组精炼渣在精炼炉中使用，其与现有的混合型精炼渣、预熔型精炼渣

的试验数据对比如下表3所示：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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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3的结果可以看到，当精炼渣的组分配比控制在本实施例的组分配比范围内时，

精炼渣在使用时的脱硫效率、吨渣脱硫率均高于混合型精炼渣、预熔型精炼渣；特别地，当

精炼渣中的Al2O3含量为25-30%、CaCO3含量为60-70%、不可避免杂质不大于6%时，其脱硫效

率、吨渣脱硫率最优，最高脱硫效率达到83.33%，吨渣脱硫率达到26.58%。

[0025] 除了本实施例提供的科学的组分配比因素外，本实施例中的精炼渣的脱硫效率、

吨渣脱硫率高的原因还包括以下几点：①本实施例使用高纯的原料粉能充分混合均匀后压

制成球，其较混合型精炼渣成分均匀，成渣后与铁水接触脱硫充分。传统的混合型精炼渣其

成分不均匀，脱硫效率得不到保证；②本实施例中使用高纯的碳酸钙矿物，投入到精炼炉后

可充分利用精炼炉的热力学条件，受热后迅速膨胀破裂，形成高活性的氧化钙，可充分与钢

水中的硫发生反应，故其脱硫效率高。而预熔型精炼渣的生产，其原料经过高温熔化，再经

冷却制得，虽然其成分均匀，但其中的氧化钙均已过烧，无活性，故其脱硫效率低于本实施

例的精炼渣；③碳酸盐受热膨胀破裂，形成的精炼渣与钢水的接触面积增大，有利于提高产

品的脱硫效率。

[0026] 从上表3的结果可以看到，精炼渣的组分配比不在本实施例的组分配比范围内时，

精炼渣在使用时的脱硫效率及吨钢脱硫率降低，其原因主要为：本实施例中精炼渣使用的

原料之一碳酸钙矿物加入精炼炉后迅速分解：CaCO3(高温)=CaO+CO2↑，其形成CaO-Al2O3二

元渣系，根据CaO-Al2O3二元相图设定（如图2所示），当Al2O3、CaCO3含量在本实施例的组分配

比范围内时，形成的渣系位于CaO-Al2O3二元相图中的C3A-CA之间，此时渣的熔点最低，流动

性好，利于脱硫反应的进行。而当偏离本实施例的组分配比范围时，其形成的渣熔点高，流

动性差，不利于脱硫反应的进行。

[0027] 本实施例的有益效果是：（1）生产工艺简单，生产过程中能耗低，对环境无污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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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预熔型精炼渣相比，减少了二次熔化的能源浪费，吨产品降低能源消耗约294万大卡热

量，减少了碳排放；（2）产品使用原材料粒度为0-1mm的细粉，搅拌充分、成份均匀，搅拌过程

中添加了部分粘结剂，通过压球机压制成球，产品球强度高，可进高位料仓使用，较简单混

合型精炼渣相比，产品成分均匀、粉尘含量低、强度高，可有效改善使用现场操作环境；（3）

产品粒度5-15mm，粒度适中，便于在钢渣表面快速熔化，试验证明，其熔化速度较预熔型精

炼渣相比，基本相差无几；（4）产品使用高纯度碳酸钙矿物，使用过程中可有效利用高温钢

水的热力学条件和动力学条件快速分解，生成泡沫渣，便于快速造渣以及埋弧操作，提高热

效率、减少电弧对炉衬以及耐材的侵蚀；（5）使用本产品可在精炼炉内形成极低SiO2含量

（比使用传统的预熔渣低一个数量级）铝酸钙渣，对钢厂生产低硅钢和超纯净钢起到不可估

量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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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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