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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

的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将铁含量大于71.5％

的超级铁精矿粉/氧化铁粉和有机粘结剂按配比

称量在混料机中混合30-60min制粒，再依次经初

轧制并卷取、经还原并多次轧制卷取，最终依次

进行二次烧结、光亮热处理及精整并卷取，制得

薄带钢。本发明整个生产过程没有炼铁、炼钢、热

轧钢、酸洗、碱洗等生产过程，众所周知，炼铁、炼

钢等过程都要达到高温1600℃左右才能进行，且

炼铁、炼钢、轧钢、酸洗、碱洗污染十分严重。而本

方法采用H2和/或CO气体还原,温度最高1200℃

左右,实现三废超低或0排放，体现出本方法较传

统钢铁冶金及钢铁粉末轧制工艺更简短、更环

保、更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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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行：

步骤1、原料制备:将铁含量大于71.5％的超级铁精矿粉/氧化铁粉和有机粘结剂原料

按配比称量在混料机中混合30-60min制粒，其中以铁含量大于71.5％的超级铁精矿粉/氧

化铁粉加入量为100％计，有机粘结剂加入量为超级铁精矿粉/氧化铁粉的0.5-1％；

步骤2、初轧制并卷取:将混好的原料在粉末立式轧机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粉末轧制或温

轧，料坯厚度控制在2-5.0mm，并卷取，温轧温度为110-150℃；

步骤3、将料坯置于罩式炉中进行还原，制备超低C薄带钢罩式炉中介质采用分解氨

75％H2+25％N2或H2气，制备含C薄带钢罩式炉中介质采用40％H2+35％CO+25％N2，还原温度

为950-1200℃，还原时间为1-3小时；

步骤4、还原后的料坯在卧式轧机中进行1-N次轧制，料坯厚度控制在0.2mm-0.5mm并卷

取，并对厚度和密度进行检测，密度控制在7.6g/cm3以上，N为大于2的自然数；

步骤5、将经过步骤4的料坯在罩式炉中依次进行二次烧结及光亮热处理，罩式炉中介

质为：30％H2+70％N2，二次烧结温度为1100-1150℃，时间为1-2小时，光亮热处理温度为

750--850℃，时间为1-2小时后随炉冷却至常温；

步骤6、将冷却至常温料坯在卧式轧机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精整并卷取，制得薄带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级铁精

矿粉的目数不小于1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混合

粒径小于2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粘结

剂为纤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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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国内外现状和发展概况：随着我国工业2025的发展需要，各产业生产设备的不断

改进以及汽车、高铁、通讯、机电工程、自动化设备、建筑工程等领域产业的快速发展，给钢

铁等行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我国钢铁产能已超过8亿吨，带钢产能也达钢铁产能50％以

上。

[0003] 在钢铁企业的传统带钢生产中中，必须有几个关键工序：烧结--焦化--高炉炼

铁--转炉炼钢--连铸-加热--开坯热轧--连轧--酸洗--轧制-碱洗-热处理--卷取--。烧

结--焦化--高炉--转炉炼钢----酸洗--碱洗工序是钢铁行业污染(废气，粉尘，废水)最严

重的工序。根治这些污染(废气，粉尘，废水)是世界各国钢铁企业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

务。

[0004] 目前热轧板厚度极限为0.8mm，有企业争取热轧0.6mm板，大多采用冷轧生产0.6mm

以下的薄带钢。

[0005] 探索新的炼铁--炼钢--轧钢工艺和装备，是当前各国钢铁企业研究的重点

[0006] 虽然，钢铁粉末轧制法，也可以生产薄带钢，但是，采用的原料是金属粉末，不是氧

化铁粉末。钢铁粉末通常釆用两种生产方法：一种是雾化法，一种是还原法。

[0007] 雾化法：是将氧化铁粉经烧结--焦化--高炉--转炉炼钢---水/气雾化毛粉--脱

水--干燥—H2中还原--粉碎--筛分--等工序制成金属粉末，或用废钢电炉熔化--精炼--

水/气雾化毛粉--脱水--干燥—H2中还原--粉碎--筛分--等工序制成金属粉末。

[0008] 还原法:是将氧化铁粉经装罐--隧道窑一次还原--粗破碎--细破碎--筛分(除

尘)--H2中二次精还原--破碎--筛分等工序制成金属粉末。

[0009] 显而易见，无论是雾化法和还原法，工序都很冗长，制粉过程有污柒。

[0010] 本发明不用烧结--焦化--高炉炼铁--转炉炼钢----酸洗--碱洗等传统钢铁工艺

和装备，也不需制成金属粉末。采用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的方法，形成一套以高纯超级

铁精粉/氧化铁粉和H2为主要原材料，将高纯超级铁精粉/氧化铁粉和有机粘结剂--混合制

粒--初轧制--卷取--H2还原--多次轧制--卷取—光亮热处理--精整--制取带钢。由于没有

烧结--焦化--高炉炼铁--转炉炼钢----酸洗--碱洗及制粉等工序，可以大量减少粉尘和废

气、废水，实现三废的超低或0排放。是一种非常环保的高效的超短流程制造薄带钢工艺。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为了克服上述传统带钢生产中的烧结--焦化--高炉炼铁--转炉炼

钢--连铸-加热—粗热轧--连轧--酸洗--轧制-碱洗的工序中，存在的制备工艺过程复杂、

能耗多、成本高、作业环境恶劣的缺点，而提供一种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的方法，本发

明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的方法是一种原创性的技术。本发明采用超级铁精粉/氧化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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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和有机粘结剂--混合制粒--初轧制--卷取--H2还原--多次轧制--卷取—光亮热处理--

精整--制取薄带钢，其带钢密度达7.74g/cm3，厚度<0.5mm。

[0012]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13] 一种从氧化铁直接制备薄带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行：

[0014] 步骤1、原料制备:将铁含量大于71.5％的超级铁精矿粉/氧化铁粉和有机粘结剂

原料按配比称量在混料机中混合30-60min制粒，其中以铁含量大于71.5％的超级铁精矿

粉/氧化铁粉加入量为100％计，有机粘结剂加入量为超级铁精矿粉/氧化铁粉的0.5-1％；

[0015] 步骤2、初轧制并卷取:将混好的原料在粉末立式轧机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粉末轧制

或温轧，料坯厚度控制在2-5.0mm并卷取，温轧温度为110-150℃；

[0016] 步骤3、将料坯置于罩式炉中进行还原，制备超低C薄带钢罩式炉中介质采用分解

氨75％H2+25％N2或H2气，制备含C薄带钢罩式炉中介质采用40％H2+35％CO+25％N2，还原温

度为950-1200℃，还原时间为1-3小时；

[0017] 步骤4、还原后的料坯在卧式轧机中进行1-N次轧制，料坯厚度控制在0.2mm-0.5mm

并卷取，并对厚度和密度进行检测，密度控制在7.6g/cm3以上，N为大于2的自然数；

[0018] 步骤5、将经过步骤4的料坯在罩式炉中依次进行二次烧结及光亮热处理，罩式炉

中介质为：30％H2+70％N2，二次烧结温度为1100-1150℃，时间为1-2小时，光亮热处理温度

为750--850℃，时间为1-2小时后随炉冷却至常温；

[0019] 步骤6、将冷却至常温料坯在卧式轧机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精整并卷取，制得薄带

钢。

[0020] 所述超级铁精矿粉的目数不小于150。

[0021] 所述原料混合粒径小于2mm。

[0022] 所述有机粘结剂为纤维素。

[0023] 本发明解决了:

[0024] 1.传统带钢生产中，烧结--焦化--高炉炼铁--转炉炼钢----酸洗--碱洗等工序冗

长；

[0025] 2.传统带钢生产中，需要热轧—冷轧系统工艺设备才能生产0.5mm以下的带钢；

[0026] 3.传统带钢生产中产生大量粉尘和废气、废水对环境的严重污柒的难题,实现带

钢生产中三废的超低或0排放；

[0027] 4.传统带钢生产全程工艺设备投资高，生产成本高，导致产品价格也高；

[0028] 5.传统带钢生产中，高炉炼铁--转炉炼钢等过程都要高温达到1600℃左右才能进

行，进而设备维修量大，而本发明方法工序简短，最高温度为1200℃,显然需要的设备少设

备维修量小，全流程容易实行自动化操作；

[0029] 6.发明是一种非常环保的高效的超短流程制造薄带钢工艺。

[0030] 本发明的创新点:

[0031] 1 .利用高纯铁含量大于71.5％目数不小于150目超级铁精矿粉/氧化铁粉和有机

粘结剂混合制粒后有良好的轧制成形性能；

[0032] 2.高纯铁含量大于71.5％的目数不小于150目超级铁精矿粉/氧化铁粉经75％H2+

25％N2或H2气，或50％H2+25％CO+25％N2还原成新生态的海绵状高纯Fe带坯，新生态的海绵

状高纯Fe带坯具有优良可压缩性，首先轧制时容易提高带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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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3.工序简短，不需热轧系统工艺设备，采用多次轧制成致密化薄带，实现薄钢带的

生产；

[0034] 4.可方便地生产0.5mm以下的高纯Fe超低C带和含C钢薄钢带；

[0035] 5.克服烧结--焦化--高炉炼铁--转炉炼钢----酸洗--碱洗等工序冗长，并产生大

量粉尘和废气、废水对环境的严重污柒的难题，实现带钢生产中三废的超低或0排放；

[0036] 6.工序简短，工艺最高温度为1200℃，显然需要设备少，全流程容易实行自动化操

作，而传统带钢生产中，高炉炼铁--转炉炼钢等过程都要高温达到1600℃左右才能进行；

[0037] 7.相对传统带钢生产流程投资省，生产成本低，可为企业大幅提高经济效益。

[0038] 本发明整个生产过程没有烧结--焦化--高炉炼铁--转炉炼钢----酸洗--碱洗等

生产过程，众所周知，高炉炼铁--转炉炼钢等过程都要高温达到1600℃左右才能进行，且污

染十分严重。而本发明方法采用H2和/或CO还原，温度最高1200℃左右，体现出本发明方法

较传统钢铁冶金工艺短，更环保，更节能。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41] 应用实例:

[0042] 实例一:超低C薄带钢制备，如图1所示:

[0043] 步骤1、原料制备:将含量99.8％高纯Fe2O3粉加入量100g、有机粘结剂纤维素1.0g，

原料按配比称量在混料机中混合60min并制粒，粒径为1.5mm颗粒增加流动性；

[0044] 步骤2、初轧制并卷取:将1.5mm颗粒的原料在粉末立式轧机中进行按常规方法进

行轧制，带坯厚度控制在4.6-5.0mm，并卷取；初轧制薄带坯密度为5.3g/cm3；

[0045] 步骤3、将带坯置于罩式炉中进行初还原，罩式炉中介质为H2气，初还原温度为950

℃，还原时间为3小时；

[0046] 步骤4、还原后的带坯在卧式轧机中进行四次轧制，带坯厚度控制在0.35-0.41mm

并卷取，四次轧制密度为均值7.73g/cm3；

[0047] 步骤5、将经过步骤4的带坯在罩式炉中依次进行二次烧结及光亮热处理，罩式炉

中介质为：30％H2+70％N2,二次烧结温度为1100℃，时间为1.5小时，光亮热处理温度为850

℃，时间为1.5小时后随炉冷却至常温；

[0048] 步骤6、将冷却至常温料坯在卧式轧机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精整并卷取，制得薄带

钢。

[0049] 超低C高纯铁薄带钢检测结果:

[0050] 主要成份Fe99 .93％C0 .002％S0 .002％P0 .001％；密度为均值7.74g/cm3厚度

0.35-0.41mm。

[0051] 实例二.含C薄带钢制备，如图1所示：

[0052] 步骤1、原料制备:将Fe含量72.1％的目数200目超级铁精矿粉加入量100g、有机粘

结剂纤维素0.8g，原料按配比称量在混料机中混合40min并制粒，粒径1.5mm颗粒增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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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0053] 步骤2、初轧制并卷取:将1.5mm颗粒的原料在粉末立式轧机中按温度110℃进行温

压轧制，带坯厚度控制在3.2-3.5mm，并卷取；初轧制薄带坯密度为5.9g/cm3；

[0054] 步骤3、将带坯置于在罩式炉中进行初还原，罩式炉中介质为40％H2+35％CO+25％

N2，初还原温度为1100℃，还原时间为2.0小时；

[0055] 步骤4、还原后的带坯在卧式轧机中进行四次轧制，带厚度控制在0.32-0.38mm并

卷取，四次轧制密度为7.74g/cm3；

[0056] 步骤5、将经过步骤4的带坯在罩式炉中依次进行光亮热处理，介质为：30％H2+

70％N2,二次烧结温度为1130℃，时间为2.0小时，光亮热处理温度为750℃，时间为1小时后

随炉冷却至常温；

[0057] 步骤6、将冷却至常温料坯在卧式轧机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精整并卷取，制得薄带

钢。

[0058] 含C薄钢带检测结果:主要成份Fe98 .93％C0 .22％S0 .004％P0 .003％；密度为

7.74g/cm3厚度0.32-0.38mm。

[0059] 实例三.含C薄带钢制备，如图1所示：

[0060] 步骤1、原料制备:将Fe含量71.5％的目数150目超级铁精矿粉加入量100g、有机粘

结剂纤维素0.5g，原料按配比称量在混料机中混合30min并制粒，粒径1.5mm颗粒增加流动

性；

[0061] 步骤2、初轧制并卷取:将1.5mm颗粒的原料在粉末立式轧机中进行按温度150℃进

行温压轧制，带坯厚度控制在2.0-2.3mm并卷取；初轧制薄带坯密度为6.3g/cm3；

[0062] 步骤3、将带坯置于在罩式炉中进行初还原，罩式炉中介质为40％H2+35％CO+25％

N2，初还原温度为1200℃，还原时间为1小时；

[0063] 步骤4、还原后的带坯在卧式轧机中进行三次轧制，带厚度控制在0.20-0.28mm并

卷取，三次轧制密度为7.76g/cm3；

[0064] 步骤5、将经过步骤4的带坯在罩式炉中依次进行光亮热处理，介质为：30％H2+

70％N2,二次烧结温度为1150℃，时间为1.0小时，光亮热处理温度为780℃，时间为2小时后

随炉冷却至常温；

[0065] 步骤6、将冷却至常温料坯在卧式轧机中按常规方法进行精整并卷取，制得薄带

钢。

[0066] 含C薄钢带检测结果:主要成份Fe98 .73％C0 .25％S0 .0032％P0 .002％；密度为

7.76g/cm3厚度0.20-0.28mm。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0699588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10699588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