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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

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通过控制夹杂物改质

剂的成分、加入时机、加入量和加入方式，配合RH

精炼过程中的真空制度控制和工艺调整，实现三

氧化二铝夹杂表面完全覆盖或局部覆盖

2Al2O3·CaO和6Al2O3·CaO，其变性形式为表面

变性或表面局部变性。基于控制RH精炼的真空

度，可提高改质剂的收得率，减少改质剂导致的

钢液污染问题。在不影响精炼工艺和周期的基础

上，改善了钢液中三氧化二铝夹杂的表面润湿

性。有利于缓解连铸过程的水口结瘤问题，避免

由此导致的液面异常波动问题；有利于缓解三氧

化二铝夹杂在钢水凝固过程中的聚集问题，进而

提高钢水洁净度，提高低碳铝镇静钢的产品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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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步骤包括：

S1：冶炼钢水，出钢过程采用镇静出钢，出钢1/5～2/5时，向钢水中加入脱氧剂；

S2：出钢1/5～2/5时，向钢水中加入小粒石灰；

S3：RH进站时，开启钢包底吹，底吹后测温、定氧，控制钢水进站温度在1615℃～1630

℃，钢水中氧含量≤50ppm；

S4：RH精炼：依次按真空开始、调温、取样、测温定氧、合金化、加改质剂、测温、结束取

样、测温、真空结束的工艺流程完成RH精炼过程；所述真空开始后10min内完成调温、合金化

和加改质剂步骤；所述改质剂的成分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Ca  5-25％，Al  50-70％，Fe 

10-30％，且Mg、Si、Ti含量之和≤1％；

步骤S4所述的改质剂的加入量为0.5-2千克/吨钢水；步骤S4所述的改质剂的尺寸为

10-50mm，所述改质剂的外形为块状、近似球状或近似半球状；步骤S4所述RH精炼过程中的

真空度为4800-5000Pa；步骤S4所述合金化后2-4min内加改质剂，所述RH精炼过程中的真空

时长≥15min。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1所述脱氧剂的成分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Al  40-80％,Fe  20-60％。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1所述脱氧剂的添加量为：每100ppm氧含量的钢水对应添加50-100kg脱氧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2所述小粒石灰的氧化钙含量为80-90％，粒度为10-30mm，活性度≥350ml/L。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2中，所述钢水氧含量≤650ppm的情况下，所述小粒石灰的添加量为2-3千克/吨钢水；

所述钢水氧含量＞650ppm的情况下，所述小粒石灰的添加量在2-3千克/吨钢水的基础上对

应增加添加量，钢水氧含量相比于650ppm每增加100ppm，所述小粒石灰对应增加的添加量

为1-2千克/吨钢水。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3所述底吹的气体流量为200-400Nl/min，底吹时间为1-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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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属于冶金工业

炼钢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低碳铝镇静钢中常见的夹杂物成分为Al2O3，占钢中夹杂物数量的90％以上，是影

响钢水洁净度和最终产品质量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Al2O3夹杂物与钢液的润湿角为135°，

二者之间的界面能较大，客观上导致了Al2O3夹杂物与钢水润湿性差，在板坯连铸和钢水凝

固过程中Al2O3有自发聚集倾向，一方面，容易引起连铸浸入式水口(SEN)结瘤，改变水口的

内部尺寸，当钢水从SEN进入结晶器后，引发结晶器液面异常波动、流场紊乱甚至不可控，影

响连铸生产的稳定顺行和铸坯质量；另一方面，当残留在钢中的Al2O3夹杂物聚集尺寸超过

100μm时，这种大尺寸夹杂物将引发产品表面质量和内部缺陷，是不利的。

[0003] 当前，控制Al2O3夹杂物危害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采用RH真空处理的精炼方式。但

是，RH精炼方式无法保证Al2O3夹杂物完全去除，极端条件下甚至仍有超过100μm的Al2O3夹

杂物残留钢中。更重要的是，当前的RH精炼方法无法解决Al2O3夹杂物在钢水凝固过程中的

聚集问题，由于Al2O3夹杂物与钢液润湿性差，这种聚集倾向是强烈的自发行为，其聚集程度

不可控制，带来的质量隐患不能忽视。上述问题是炼钢行业普遍存在和面临的共性问题，长

期以来尚未找到有效的低成本控制措施，需对当前的RH精炼方法进一步优化。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

该方法针对低碳铝镇静钢种，克服了Al2O3夹杂物自发聚集导致连铸过程浸入式水口结瘤问

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晶器流场不稳定问题，和凝固过程夹杂物自发聚集长大导致的铸坯

质量问题。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步骤包

括：

[0006] S1：冶炼钢水，出钢过程采用镇静出钢，出钢1/5～2/5时，向钢水中加入脱氧剂；

[0007] S2：出钢1/5～2/5时，向钢水中加入小粒石灰；

[0008] S3：RH进站时，开启钢包底吹，底吹后测温、定氧，控制钢水进站温度在1615～1700

℃，钢水中氧含量≤50ppm；避免吹氧加铝进行化学升温，化学升温导致大量的三氧化二铝

生成，另外，钢水中较低的氧含量减少铝脱氧时三氧化二铝生成。

[0009] S4：RH精炼：依次按真空开始、调温、取样、测温定氧、合金化、加改质剂、测温、结束

取样、测温、真空结束的工艺流程完成RH精炼过程；所述真空开始后10min内完成调温、合金

化和加改质剂步骤；所述改质剂的成分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Ca  5-25％，Al  50-70％,Fe 

10-30％，且Mg、Si、Ti含量之和≤1％。合金中各元素含量Ca是有效元素，但是考虑到合金的

制备、运输、存储、应用及其他元素对钢水质量的影响，确定为该成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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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提供的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通过在特定时机

添加适量的夹杂物改质剂，实现了三氧化二铝夹杂表面变性或表面局部变性，改质剂组份

是根据Al2O3夹杂表面覆盖物2Al2O3·CaO和6Al2O3·CaO的结构来确定的，配合RH精炼过程

中的真空度控制和工艺调整，实现Al2O3夹杂表面最大程度变性，起到改善Al2O3夹杂表面润

湿性的效果。

[0011] 优选的，步骤S1所述脱氧剂的成分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Al  40-80％,Fe  20-

60％。脱氧剂能够实现钢水中氧的脱除，使钢水氧含量达到后续工艺要求，同时影响到后续

RH精炼步骤中调合金及改质剂组份配比选择。该成分脱氧剂可实现完全脱除钢中氧含量的

目的。

[0012] 更加优选的，步骤S1所述脱氧剂的添加量为：每100ppm氧含量的钢水对应添加50-

100kg脱氧剂。目的是完全脱除钢中氧含量。

[0013] 优选的，步骤S2所述小粒石灰的氧化钙含量为80-90％，粒度为10-30mm，活性度≥

350ml/L。达到良好的改质效果，提高吸附夹杂物的能力，提高钢水洁净度。

[0014] 更加优选的，步骤S2中，所述钢水氧含量≤650ppm的情况下，所述小粒石灰的添加

量为2-3千克/吨钢水；所述钢水氧含量＞650ppm的情况下，所述小粒石灰的添加量在2-3千

克/吨钢水的基础上对应增加添加量，氧含量相比于650ppm每增加100ppm，所述小粒石灰对

应增加的添加量为1-2千克/吨钢水。本工艺中，小粒石灰的添加比例并非是常规固定值，而

是随钢水氧含量的波动有所调整，小粒石灰的添加量也将影响到后续RH精炼步骤中改质剂

组份配比选择。足够的渣量吸附钢水中的三氧化二铝夹杂物。

[0015] 优选的，步骤S3所述底吹的气体流量为200-400Nl/min，底吹时间为1-3min。该条

件下可有效促进夹杂物上浮。

[0016] 优选的，步骤S4所述的改质剂的加入量为0.5-2千克/吨钢水。改善夹杂物润湿性。

[0017] 更加优选的，步骤S4所述的改质剂的尺寸为10-50mm，所述改质剂的外形为块状、

近似球状或近似半球状，该形貌的改质剂能够更加充分的与钢水接触作用，利于提高Al2O3

夹杂表面改性效率。真空加入过程中，既不因粉粒被抽走，又能在钢水中充分熔化。

[0018] 进一步优选的，步骤S4所述RH精炼过程中的真空度不高于5000Pa。达到充分循环，

促进反应。

[0019] 更进一步优选的，步骤S4所述合金化后2-4min内加改质剂，所述RH精炼过程中的

真空时长≥15min。上述改质剂添加时机及真空时长能够保证改质剂与Al2O3夹杂的充分作

用，实现Al2O3夹杂表面的完全覆盖改性，进一步改善Al2O3夹杂表面润湿性。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通过真空室Ca处理，控制夹杂物改质剂的成分、加入时机、加入量和加入

方式，配合RH精炼过程中的真空度控制和工艺参数，实现了三氧化二铝夹杂表面完全覆盖

或局部覆盖2Al2O3·CaO和6Al2O3·CaO，其变性形式为表面变性或表面局部变性。在不影响

精炼工艺和周期的基础上，改善钢液中三氧化二铝夹杂的表面润湿性；有效缓解连铸过程

的水口结瘤问题，避免由此导致的液面异常波动问题；有效缓解三氧化二铝夹杂在钢水凝

固过程中的聚集问题，进而提高钢水洁净度，提高低碳铝镇静钢的产品质量。

[0022] 2)控制RH精炼的真空度，可提高改质剂的收得率，减少改质剂导致的钢液污染问

题，进一步提高钢水洁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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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3)通过改善夹杂物表面润湿性，水口结瘤问题得到有效改善，节约浇次成本，且结

晶器液位波动得到有效改善，液位波动坯比例下降，减少液位波动坯清理成本，在提高产品

质量的同时明显降低了生产成本，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及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的工艺流程

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文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全面、细致地描述，但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以下具体的实施例。

[0026] 除非另有定义，下文中所使用的所有专业术语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

相同。本文中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例的目的，并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27] 除非另有特别说明，本发明中用到的各种原材料、试剂、仪器和设备等，均可通过

市场购买得到或者可通过现有方法制备得到。

[0028] 本发明所述一种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步骤包括：

[0029] S1：采用电炉或转炉冶炼钢水，出钢过程采用镇静出钢，出钢1/5～2/5时，向钢水

中加入脱氧剂。所述脱氧剂的成分为：以质量百分比计，Al  40-80％,Fe  20-60％，脱氧剂的

添加量为：每100ppm氧含量的钢水对应添加50-100kg脱氧剂。

[0030] S2：出钢1/5～2/5时，加入氧化钙含量为80-90％的小粒石灰，小粒石灰的粒度控

制在10-30mm，活性度≥350ml/L。按照出钢时钢中氧含量调整小粒石灰加入量。当氧含量≤

650ppm时，石灰加入量按照(2～3)kg/吨钢；氧含量每增加100ppm，石灰加入量增加(1～2)

kg/吨钢。

[0031] S3：RH进站时，开启钢包底吹1-3min，底吹气体流量为200-400Nl/min，底吹后测

温、定氧，要求钢水进站温度在1615℃以上，钢水中氧含量≤50ppm。

[0032] S4：RH精炼：依次按真空开始、调温、取样、测温定氧、合金化、加改质剂、测温、结束

取样、测温、真空结束的工艺流程完成RH精炼过程；所述真空开始后10min内完成调温、合金

化和加改质剂步骤，所述合金化后2-4min内加改质剂。所述改质剂的成分为：以质量百分比

计，Ca  5-25％，Al  50-70％,Fe10-30％，且Mg、Si、Ti含量之和≤1％，外形为块状、近似球状

或近似半球状，尺寸为10-50mm，添加量为0.5-2kg/吨钢。RH精炼过程中的真空度不高于

5000Pa。要求真空时间≥15min，纯循环时间≥6min。

[0033] 实施例1

[0034]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步骤包

括：

[0035] 1、采用电炉或转炉冶炼钢水，出钢过程采用镇静出钢。出钢1/5时，加入含铝量为

40％、含铁量60％的脱氧剂，所述脱氧剂是以无机基质为主体的脱氧剂，脱氧剂按照钢中每

100ppm的[O]加入70kg的脱氧剂的比例添加。

[0036] 2、出钢2/5时，加入氧化钙含量为85％的小粒石灰，小粒石灰的粒度控制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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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m，活性度≥350ml/L。按照出钢时钢中氧含量调整石灰加入量。本实施例中，钢水氧含量

≤650ppm，石灰加入量按照2.5kg/吨钢的比例添加。

[0037] 3、RH进站时，开启钢包底吹2min，底吹气体流量为300Nl/min。

[0038] 4、底吹后利开始测温、定氧。要求钢水进站温度控制在1615℃以上，钢中氧含量≤

50ppm。本实施例中钢水进站温度控制在1620℃，钢中氧含量40-50ppm。

[0039] 5、按照测温定氧、开始真空、调温、取样、测温定氧、合金化、加改质剂、测温、结束

取样、测温、破空的工艺完成RH精炼过程。

[0040] 6、所述改质剂的成分为：Ca：20.8％，Al：58.6％,Fe：19.7％，同时Mg％+Si％+Ti％

≤1％。外形尺寸为块状、近似球状、半球状，尺寸为10-50mm，RH真空处理6min进行合金化，

RH真空处理8min加入改质剂，同时RH真空度4800Pa。改质剂加入量为1kg/吨钢。

[0041] 7、要求RH精炼过程真空时间≥15min，纯循环时间≥6min。RH精炼过程的其他操作

与常规的RH精炼方法一致。

[0042] 按以上工艺运行3个月，实际产生的效果及经济、社会效益如下：

[0043] 本工艺通过改善夹杂物表面润湿性，水口结瘤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目前每月300个

浇次，每个浇次能够节省1根浸入式水口，按每根水口1500元计算，则年效益为：12*300*

1500＝540万元；

[0044] 通过改善水口结瘤，结晶器液位波动也得到有效改善，液位波动坯比例由4％降至

3％，液位波动坯需进行火焰清理，火焰清理成本为100元/吨钢，月产量78万吨，则年效益

为：12*78*(4％-3％)*100＝936万元；

[0045] 年效益总计为：540+936＝1476万元。

[0046] 当前，钢铁企业的生存环境非常严峻。高价铁矿石、产能过剩、市场调控力度低等，

使得大部分钢铁企业面临着亏损局面。在通过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得品牌效应、获得市场与

效益的同时，本工艺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成，为钢企的发展提供了另一条路

线。

[0047] 对比例1

[0048] 本对比例提供了一种RH精炼方法，该方法未进行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

控制，为了与实施例1形成对比，其工艺参数基本保持一致，具体的，步骤包括：

[0049] 1、采用电炉或转炉冶炼钢水，出钢过程采用镇静出钢。

[0050] 2、出钢2/5时，加入氧化钙含量为85％的小粒石灰，小粒石灰的粒度控制在10-

30mm，活性度≥350ml/L。本实施例中小粒石灰的添加量按常规量进行添加，并未根据钢水

氧含量做出调整，为了形成与实施例1的对比，小粒石灰的添加量与实施例1相同。

[0051] 3、RH进站时，开启钢包底吹2min，底吹气体流量为300Nl/min。

[0052] 4、底吹后利开始测温、定氧。

[0053] 5、按照测温定氧、开始真空、调温、取样、测温定氧、合金化、测温、结束取样、测温、

破空的工艺完成RH精炼过程。

[0054] 6、RH真空处理6min进行合金化，同时RH真空度与实施例1一致，为4800Pa。

[0055] 7、要求RH精炼过程真空时间≥15min，纯循环时间≥6min。RH精炼过程的其他操作

与常规的RH精炼方法一致。

[0056] 按以上工艺运行，Al2O3存在自发聚集倾向，水口结瘤明显，结晶器液位波动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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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5％，且仍有超过100μm的Al2O3夹杂物残留钢中，工艺运行效果不理想。

[0057] 实施例2

[0058]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步骤包

括：

[0059] 1、采用电炉或转炉冶炼钢水，出钢过程采用镇静出钢。出钢2/5时，加入含铝量为

50％、含铁量50％的脱氧剂，所述脱氧剂是以无机基质为主体的脱氧剂，脱氧剂按照钢中每

100ppm的[O]加入90kg的脱氧剂的比例添加。

[0060] 2、出钢2/5时，加入氧化钙含量为90％的小粒石灰，小粒石灰的粒度控制在10-

30mm，活性度≥350ml/L。按照出钢时钢中氧含量调整石灰加入量。本实施例中，钢水氧含量

为800ppm，大于650ppm，石灰加入量按照3+(800-650)/100＝4.5kg/吨钢的比例添加。

[0061] 3、RH进站时，开启钢包底吹2min，底吹气体流量为400Nl/min。

[0062] 4、底吹后利开始测温、定氧。要求钢水进站温度控制在1615℃以上，钢中氧含量≤

50ppm。本实施例中钢水进站温度控制在1615℃，钢中氧含量30-40ppm。

[0063] 5、按照测温定氧、开始真空、调温、取样、测温定氧、合金化、加改质剂、测温、结束

取样、测温、破空的工艺完成RH精炼过程。

[0064] 6、所述改质剂的成分为：Ca：12.3％，Al：61.9％,Fe：25.1％，同时Mg％+Si％+Ti％

≤1％。外形尺寸为块状、近似球状、半球状，尺寸为10-50mm，RH真空处理7min进行合金化，

RH真空处理10min加入改质剂，同时RH真空度5000Pa。改质剂加入量为1.8kg/吨钢。

[0065] 7、要求RH精炼过程真空时间≥15min，纯循环时间≥6min。RH精炼过程的其他操作

与常规的RH精炼方法一致。

[0066] 按以上工艺运行，实际产生的效果与实施例1基本一致，水口结瘤问题得到有效改

善，结晶器液位波动也得到有效改善。

[0067] 实施例3

[0068]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控制低碳铝镇静钢中夹杂物润湿性的RH精炼方法，其步骤包

括：

[0069] 1、采用电炉或转炉冶炼钢水，出钢过程采用镇静出钢。出钢2/5时，加入含铝量为

75％、含铁量25％的脱氧剂，所述脱氧剂是以无机基质为主体的脱氧剂，脱氧剂按照钢中每

100ppm的[O]加入55kg的脱氧剂的比例添加。

[0070] 2、出钢2/5时，加入氧化钙含量为80％的小粒石灰，小粒石灰的粒度控制在10-

30mm，活性度≥350ml/L。按照出钢时钢中氧含量调整石灰加入量。本实施例中，钢水氧含量

为950ppm，大于650ppm，石灰加入量按照2+(950-650)/100＝5kg/吨钢的比例添加。

[0071] 3、RH进站时，开启钢包底吹2min，底吹气体流量为400Nl/min。

[0072] 4、底吹后利开始测温、定氧。要求钢水进站温度控制在1615℃以上，钢中氧含量≤

50ppm。本实施例中钢水进站温度控制在1630℃，钢中氧含量40-50ppm。

[0073] 5、按照测温定氧、开始真空、调温、取样、测温定氧、合金化、加改质剂、测温、结束

取样、测温、破空的工艺完成RH精炼过程。

[0074] 6、所述改质剂的成分为：Ca：23.1％，Al：64.8％,Fe：11.5％，同时Mg％+Si％+Ti％

≤1％。外形尺寸为块状、近似球状、半球状，尺寸为10-50mm，RH真空处理7min进行合金化，

RH真空处理10min加入改质剂，同时RH真空度5000Pa。改质剂加入量为2kg/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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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7、要求RH精炼过程真空时间≥15min，纯循环时间≥6min。RH精炼过程的其他操作

与常规的RH精炼方法一致。

[0076] 按以上工艺运行，实际产生的效果与实施例1基本一致，水口结瘤问题得到有效改

善，结晶器液位波动也得到有效改善。

[0077] 尽管已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创造

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

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0078]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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