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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的方法，

该方法的第一阶段溅渣护炉气化脱磷：第二阶段

兑铁加料：倾斜转炉兑入废钢和铁水提高转炉废

钢比，之后转炉降枪吹氧，加入头批造渣料，冶炼

前期采用较低枪位，增加转炉石灰石用量；第三

阶段吹氧造渣冶炼：转炉冶炼前期低温高效脱除

钢水中磷，冶炼中后期继续吹氧造渣深脱磷；第

四阶段拉碳倒渣：终点拉碳时倒出部分高磷渣；

第五阶段终点控制并出钢：终点钢水成分和钢水

温度合适后出钢；如此循环多炉次。本发明加大

溅渣前留渣比例，溅渣后不排渣，利用留渣及溅

渣层热量，增加废钢比，提高废钢使用量，以石灰

石替代部分石灰炼钢，降低石灰消耗；炉渣铁损

减少，金属收得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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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分为溅渣护炉气化脱磷、兑铁加料、吹氧造渣冶炼、拉碳倒渣和终点控制并出

钢五个阶段，具体方法是：第一阶段溅渣护炉气化脱磷：转炉出钢结束后，根据炉渣基本状

态，向转炉内热态熔渣中添加脱磷剂，在溅渣护炉过程中通过气化的方式脱除渣中的磷，保

留溅渣后的气化脱磷渣；

第二阶段兑铁加料：倾斜转炉兑入废钢和铁水，按照倾斜转炉内的物料重量往倾斜转

炉兑入废钢的重量比值为10～35%，利用气化脱磷渣的富裕热量提高转炉废钢比，之后转炉

降枪吹氧，加入头批造渣料，冶炼前期采用较低枪位，造渣原料中增加转炉石灰石用量，造

渣原料中石灰石用量的重量比为20～  40%；

第三阶段吹氧造渣冶炼：转炉冶炼前期低温高效脱除钢水中磷，冶炼中后期继续吹氧

造渣深脱磷；

第四阶段拉碳倒渣：终点拉碳时倒出部分高磷渣；

第五阶段终点控制并出钢：终点钢水成分和钢水温度合适后出钢，同时判断出钢时炉

渣基本状态，进入下一个周期的转炉冶炼操作；如此循环多炉次形成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

脱磷炼钢工艺；

所述的冶炼前期较低枪位，是指比不采用气化脱磷渣的操作枪位低0.1～0.3m；

所述终点拉碳次数为1～3次，第1次倒出总渣量的1/5～2/5，第2次、第3次尽量少倒渣；

按照所述的五个阶段循环5～8炉次；

终点炉渣参数是，碱度控制为2.0～3.0，氧化性控制为FeO含量15～25%，温度为1660～ 

168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循

环炉次中大型转炉为10～12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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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转炉炼钢新技术及其应用领域，提供了一种充分利用气化脱磷渣循环

冶炼提高转炉渣利用率、降低冶炼成本的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钢铁工业近20年来发展迅速，对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节

省资源、能源和减少炉渣等固体废弃物排放等方面，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以占中

国产钢量90％以上氧气转炉炼钢为例，每年生产约6.2亿t粗钢，要产生6000万t以上炉渣，

消耗3000万t以上石灰和700万t以上轻烧白云石，而用于生产炼钢石灰和轻烧白云石的石

灰石与生白云石矿产均为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目前应用或正在探索中转炉渣的综合利用

或减少排放的方法有很多种，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在炉渣从转炉排放为固体物以后再加

以处理和利用，比较成熟的是回收金属铁，以后用于烧结矿添加剂、合成渣原料、磷肥或转

炉渣水泥，即所谓“末端治理”，但是有效利用价值较低；另一种是炉渣在熔融状态，乃至在

转炉内就加以循环利用，即所谓“源头治理”，这种方法是目前转炉渣的发展方向，符合无废

或少废冶金的生态工业发展方向，比较成熟的有转炉溅渣护炉留渣操作等冶炼工艺。

[0003] 20世纪后期，深冲钢和高级别管线钢等钢种对磷含量要求苛刻，传统的单渣法炼

钢脱磷率低，脱磷效果较差。90年代中期，日本各大钢厂进行了转炉铁水脱磷的试验研究，

并在取得成功后迅速推广，解决了超低磷钢的生产难题。双联法是采用两座转炉联合作业，

一座转炉脱磷，另一座转炉接受来自脱磷炉的低磷铁水脱碳，典型的双联法工艺流程为：高

炉铁水→铁水预脱硫→转炉脱磷→转炉脱碳→二次精炼→连铸。日本各钢铁厂转炉双联法

主要工艺技术参数对比，如表1所示。日本转炉采用双联法脱磷炼钢工艺的主要有JFE福山

制铁所的LD-NRP法、住友金属的SRP法、神户制钢的H炉法、新日铁的LD-ORP法，我国宝钢、鞍

钢、首钢京唐公司等也都选用了双联法炼钢工艺。

[0004] 表1日本钢铁厂转炉双联法主要技术工艺参数

[0005]

[0006] 转炉双联法脱磷在大批量生产纯净钢时，转炉容量大，有充分的反应空间，反应动

力学条件优越，铁水中磷可脱到0.010％以下，为少渣冶炼创造了条件；转炉双联法为生产

超低磷钢、管线钢及优质宽厚板铸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双联法成本相对较低，转炉脱碳渣

用于另一座转炉脱磷的双联法，生产1t铁水的钢铁料消耗比传统方法减少25kg，石灰消耗

减少40％。但转炉双联法炼钢基建成本较高，需合理调度两座转炉设备，炉渣及钢水互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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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操作较复杂。

[0007] 新日铁室兰制铁所(两座270t  LD-OB转炉)和大分制铁所(3座370t复吹转炉)受设

备和产品的限制，采用了MURC技术，在同一转炉进行铁水脱磷预处理和脱碳吹炼，类似传统

炼钢的双渣法。MURC工艺操作中将转炉冶炼分为两个阶段，在第1阶段主要进行脱硅、脱磷，

结束后倒出部分炉渣，然后进行第2阶段吹炼，吹炼结束后出钢但将炉渣保持在炉内，下一

炉在炉内留渣情况下装入废钢、铁水，然后进行第1和第2阶段吹炼，并以此循环往复。室兰

制铁所和大分制铁所全部采用MURC工艺，前期脱磷渣一般倒出50％，脱碳渣直接留在炉内

用于下一炉脱磷吹炼，MURC工艺冶炼周期约33～35min。2001年Ogawa等报道了新日铁开发

的MURC转炉炼钢新工艺及其在8t转炉的试验情况。近年来，新日铁陆续报道了MUCR工艺相

关情况，新日铁公司的大分、八幡、室兰、君津等钢厂采用了该工艺，产钢占新日铁总产钢量

55％左右，转炉炼钢石灰消耗减少40％以上。

[0008]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一些转炉钢厂在铁水硅、磷质量分数高时，为了降低石灰

消耗，减少吹炼过程喷溅，改善脱磷效果，曾采用出钢后留渣或“留渣+双渣”炼钢工艺。随着

高炉生产水平的日益提高(铁水硅质量分数降低)，高磷铁矿石用量减少(铁水磷质量分数

降低)，以及顾忌留渣造成铁水喷溅安全隐患，留渣炼钢工艺没有更大规模推广采用。近年

来国内许多钢厂开始采用转炉留渣炼钢工艺，王新华等的发明专利201610012514.4“一种

减少渣量的转炉炼钢方法”和201110340294.9“一种冶炼低磷钢的转炉冶炼工艺方法”，其

关键技术是脱磷阶段通过采用低碱度(w(CaO)/w(SiO2)：1.3～1.5)和低MgO质量分数(≤

7.5％)渣系，形成流动性良好和适度泡沫化炉渣，解决了“留渣+双渣”炼钢工艺快速足量倒

渣和渣中金属铁质量分数高这两大难题。针对转炉底吹搅拌弱的问题，在脱磷阶段采用低

枪位和高强度供氧方法，利用顶吹氧气流加强金属熔池搅拌以促进脱磷，脱磷阶段结束时

[P]平均降低至0.029％左右，脱碳阶段终点[P]降低至0.0096％左右，满足了绝大多数钢种

对磷质量分数控制要求。经工业试验形成了SGRS工艺方法，首钢在其迁钢公司5座210t复吹

转炉和首秦公司3座100t复吹转炉大规模采用此法，取得了炼钢石灰消耗减少47％以上，轻

烧白云石消耗减少5 5％以上 ，渣量降低3 0％以上的效果。崔阳等的发明专利

200910088141.2提出了“一种在溅渣护炉条件下顶底复吹转炉铁水脱磷的方法”，专利通过

溅渣护炉操作有效利用前一炉次的炉渣和保护炉衬，同时提高脱磷效率。这些专利方法所

基于的双渣法都需要在冶炼中期之前快速倒渣，提枪中断吹氧操作，与常规工艺相比，由于

增加了炉渣固化和脱磷结束倒渣的时间，采用双渣+留渣工艺后转炉单炉生产周期比常规

冶炼延长约4min，并且为了降低炉渣氧化性并固化炉渣，其溅渣护炉工艺中加入多种调质

造渣料，如石灰、生白云石、轻烧白云石、镁碳球等。

[0009] 李建新等的发明专利200910077085.2提出了“一种使用脱磷剂的转炉冶炼工艺”，

其技术方案指出利用前期低温和高氧化亚铁等良好的动力学条件，并使用含少量CaCl2的

CaO基脱磷剂进行脱磷，后期重新造渣，脱碳渣做为下炉的脱磷渣使用。最近，赵东伟等的发

明专利201610166145.8提出了“一种转炉高效脱磷的冶炼方法”，专利指出溅渣护炉后倒出

残余炉渣，在转炉吹炼开始前，向炉内加入预熔渣，成分为CaO：70～85％，SiO2:15～30％，

进行转炉吹炼操作。这些专利均优化了溅渣护炉后的炉渣，但存在的问题是未能充分对转

炉渣进行改质并深入利用，磷富集问题限制了大量转炉渣在钢铁厂内部的循环利用。

[0010]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伊藤公久研究了Ca2SiO4-Ca3(PO4)2和CaO-SiO2-Fe2O3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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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间磷的平衡分配比，结果表明转炉渣中的磷绝大部分富集在初晶相Ca2SiO4-Ca3(PO4)2中，

以固溶体形态存在，很难去除。Morita等学者采用微波碳热还原对CaO-SiO2-FetO系合成

渣、铁水脱磷预处理渣和含Cr的转炉不锈炉渣中Fe、P、Cr的回收进行了基础研究，验证了该

方法脱磷的可行性并提出了进一步回收还原产物中P的方法。采用微波加热碳热还原转炉

炉渣进行气化脱磷，是将炉渣中磷元素脱除的一条有效途径。关于经济有效地去除转炉炉

渣中磷的方法，尤其是利用溅渣护炉过程中炉内气化脱除熔渣中磷的方法有很多报道，王

书桓等的发明专利200610012514.4发明了一种“转炉溅渣护炉过程中气化脱除熔渣中磷的

方法”，在溅渣护炉前，向熔池中加入适量脱磷剂，在溅渣过程中，高压氮气通过氧枪后产生

巨大冲击力，将炉内熔渣击碎成颗粒飞溅起来挂于炉衬，此过程为固(焦炭)-气(氮气)-液

(熔渣)之间的反应、以及熔渣内部的化学反应提供了良好的动力学条件，使熔渣中的磷得

以通过化学反应进入气相脱除，气化脱磷剂分碳质脱磷剂和硅质脱磷剂两种，碳质更具有

工业应用现实意义，经多年实验室基础实验和钢铁企业工业试验，气化脱磷率达到40％水

平，留渣率80％以上，吨炉渣量平均为50～70kg/t，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王虎的发明专利

201510561089.3发明了“一种用转炉煤气溅渣护炉作业的方法”，该工艺采用转炉煤气代替

氮气进行转炉溅渣护炉作业，实现溅渣护炉作业时快速高效气化脱磷，降低炼钢成本。这些

专利方法均能有效气化脱磷，但仍停留在转炉渣的处理上，未提出用于下炉冶炼的作用及

影响，没有形成高效循环炼钢工艺。

[0011] 本发明基于溅渣护炉的气化脱磷渣，提出了一种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的

方法，是一种所谓的“半双渣法”炼钢工艺，与新日铁MURC工艺、首钢“留渣+双渣”工艺等相

比，其特点是发挥气化脱磷渣在冶炼前期脱磷、转炉冶炼末期利用拉碳倒渣、热态熔渣炉内

循环利用，提高了前期低温脱磷效率，减少了石灰造渣剂用量，循环高效利用转炉渣，降低

了吨炉渣量，减少了铁损。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的方法，该方法克服了

传统工艺诸多缺陷，适用于现有钢铁厂工艺技术的改进。

[0013] 实现上述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4] 一种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分为溅渣护炉

气化脱磷、兑铁加料、吹氧造渣冶炼、拉碳倒渣和终点控制并出钢五个阶段，具体方法是：

[0015] 第一阶段溅渣护炉气化脱磷：转炉出钢结束后，根据炉渣基本状态，向转炉内热态

熔渣中添加脱磷剂，在溅渣护炉过程中通过气化的方式脱除渣中的磷，保留溅渣后的气化

脱磷渣；

[0016] 第二阶段兑铁加料：倾斜转炉兑入废钢和铁水，利用气化脱磷渣的富裕热量提高

转炉废钢比，之后转炉降枪吹氧，加入头批造渣料，冶炼前期采用较低枪位，造渣原料中增

加转炉石灰石用量；

[0017] 第三阶段吹氧造渣冶炼：转炉冶炼前期低温高效脱除钢水中磷，冶炼中后期继续

吹氧造渣深脱磷；

[0018] 第四阶段拉碳倒渣：终点拉碳时倒出部分高磷渣；

[0019] 第五阶段终点控制并出钢：终点钢水成分和钢水温度合适后出钢，同时判断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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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炉渣基本状态，进入下一个周期的转炉冶炼操作；如此循环多炉次形成转炉气化脱磷渣

循环脱磷炼钢工艺；

[0020] 终点炉渣参数是，碱度控制为2.0～3.0，氧化性控制为FeO含量15～25％，温度为

1660～1680℃。

[0021] 进一步，

[0022] 所述第二阶段按照倾斜转炉内的物料重量往倾斜转炉兑入废钢的重量比值为10

～35％。

[0023] 所述造渣原料中石灰石用量的重量比为20～40％。

[0024] 所述冶炼前期较低枪位，是指比不采用气化脱磷渣的操作枪位低0.1～0.3m。

[0025] 所述终点拉碳次数为1～3次，第1次倒出总渣量的1/5～2/5，第2次、第3次尽量少

倒渣。

[0026] 按照所述的第五个阶段循环5～12炉次。

[0027] 第五个阶段循环炉次为:小型转炉为5～8炉次或更多，中大型转炉为10～12炉次

或更多。

[0028] 与传统工艺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9] (1)加大溅渣前留渣比例，溅渣后不排渣，充分循环利用留渣热量和炉渣高碱度优

势，提高冶炼前期低温脱磷效果，提高转炉冶炼效率。

[0030] (2)可利用留渣及溅渣层热量，增加废钢比，提高废钢使用量，以石灰石替代部分

石灰炼钢，降低石灰消耗；

[0031] (3)炉渣铁损减少，金属收得率提高；

[0032] (4)减少转炉渣向炉外排放，节能减排促进环境保护。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工艺图；

[0034] 图2为气化脱磷量及脱磷率

[0035] 图3终点钢水成分

[0036] 图4终渣成分及加碳量

[0037] 图5气化脱磷量及脱磷率

[0038] 图6终点钢水成分

[0039] 图7终渣成分及加碳量

[0040] 图8气化脱磷量及脱磷率

[0041] 图9终点钢水成分

[0042] 图10终渣成分及加碳量

[0043] 图11气化脱磷量及脱磷率

[0044] 图12终点钢水成分

[0045] 图13终渣成分及加碳量

[0046] 图14气化脱磷量及脱磷率

[0047] 图15终点钢水成分

[0048] 图16终渣成分及加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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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图17气化脱磷率总体统计图

[0050] 图中标记：转炉1、氧枪2、氮气3、铁水4、铁水包5、废钢6、氧气7、炉渣8、钢水9、渣罐

10、钢包11。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52] 图1为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工艺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溅渣护炉气化

脱磷，第二阶段是兑铁加料，第三阶段是吹氧造渣冶炼，第四阶段是拉碳倒渣，第五阶段是

终点控制并出钢。

[0053] 具体工艺为：装有氮气3和氧枪2的转炉1出钢结束后，根据炉渣基本状态，向转炉1

内热态熔渣中添加合适的脱磷剂，在溅渣护炉过程中通过气化的方式脱除渣中的磷，保留

溅渣后的气化脱磷渣；倾斜转炉1兑入废钢6和铁水包5内的铁水4，利用气化脱磷渣的富裕

热量提高转炉废钢比，之后转炉降枪吹氧气7，加入头批造渣料，气化脱磷渣碱度高、流动性

好，冶炼前期可采用较低枪位，造渣原料中可增加转炉石灰石用量；转炉冶炼前期低温高效

脱除钢水9中磷，冶炼中后期继续吹氧造渣深脱磷，终点拉碳时倒出部分高磷渣，当终点钢

水成分和钢水9温度合适后出钢至钢包11，同时判断出钢时钢包10中炉渣9的基本状态，进

入下一个周期的转炉冶炼操作；如此循环一定炉次，形成了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

工艺。

[0054] 按照上述的五个阶段，采用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方法的具体实施例：

[0055] 在某厂65t转炉出钢结束后，根据炉渣基本状态，在温度1660～1680℃状态下，第

一阶段向转炉内热态熔渣中添加脱磷剂，在溅渣护炉过程中通过气化的方式脱除渣中的

磷，保留溅渣后的气化脱磷渣；第二阶段按照倾斜转炉内的物料重量往倾斜转炉兑入废钢

和铁水，成分如表1所示，第三阶段转炉降枪吹氧，加入头批造渣料，各种造渣料成分如表2

所示，气化脱磷渣碱度高、流动性好，冶炼前期采用1.65～1.75m的低枪位，造渣原料中石灰

石用量为1100～1500kg；第四阶段转炉冶炼前期低温高效脱除钢水中磷，冶炼中后期继续

吹氧造渣深脱磷，终点一次拉碳至碳含量0.08％，第一次倒出占总渣量1/5的高磷渣，如果

有渣进行第2次、第3次倒渣，尽量少倒渣。第五阶段当终点钢水成分合格和钢水温度为1660

℃～1680℃时出钢，出钢时炉渣基本状态为碱度2.0，氧化性为FeO含量18％，温度1680℃，

之后进入下一个周期的转倾斜转炉兑入废钢炉冶炼操作，如此循环6炉次。

[0056] 采用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工艺后，冶炼低合金系列钢磷含量合格率达到

100％，石灰消耗降低1.5kg/t，生产成本吨钢降低3～5元。

[0057] 表1废钢和铁水成分

[0058]

铁水质量/kg 废钢质量/kg 废钢P含量/％ 铁水S含量/％ 铁水Si含量/％ 铁水P含量/％

72500 5830 0.03 0.025 0.47 0.113

[0059] 表2造渣料成分(干基％)

[0060]

名称 CaO MgO SiO2 S P FeO Fe2O3 MnO H2O CO2 K2O Na2O Al2O3

石灰石 47.88 5.02 2.71 0.05 0.0065         42.86      

石灰 74.05 7.79 3.9 0.053 0.009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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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烧 36.96 26.1 0.85 0.015 0.0056         33.7      

除尘灰 9.32 2.13 2.28 0.206 0.137 39.35 39.65 0.71 0.7   3.95 1.69 0.1

铁皮球 0.255 0.58 0.16 0.085 0.76 36.91 50.36 1.58 1.4   0.11 3.872 1.67

矿石 0.01 0.01 1.96 0.048 0.028 0.61 95.47       0.12   1.13

[0061] 具体操作实施例

[0062] 实施例1

[0063] 按照上述原料情况实施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循环的炉数为5炉，试验结

果如图2～图4所示。

[0064] 结果表明，炉渣的气化脱磷率为45.0％。试验过程中，低拉碳时终点碳在0.110％

以下，平均为0.076％；终点平均温度1671℃；终点FeO含量大于17.1％，平均为21.5％；碱度

平均为2.67；四炉试验加碳粉，平均加入量为2袋。采用低拉碳高氧化性操作，试验终渣条件

较好，气化脱磷率较高。

[0065] 实施例2

[0066] 按照上述原料情况实施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循环的炉数为5炉，试验结

果如图5～图7所示。

[0067] 结果表明，本次循环气化脱磷率为30.9％。试验过程中，拉碳时终点碳在0.160％

以下，平均为0.105％；终点平均温度1656℃；终点FeO含量大于17.7％，平均为18.9％；碱度

平均为2.58；三炉试验加碳粉，平均加入量为2.3袋(第一次加了5袋)。试验终渣条件明显不

如第一个循环好，FeO含量在20以下，碳粉加入量很少，导致气化脱磷率相对较低。

[0068] 实施例3

[0069] 按照上述原料情况实施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炉数为6炉，试验结果如图

8～图10所示。

[0070] 结果表明，本次循环气化脱磷率为27.5％。试验过程中，拉碳时终点碳在0.083％

以下，平均为0.053％；终点平均温度1656℃；终点FeO含量大于15.3％，平均为22.7％；碱度

平均为2.45；三炉试验加碳粉，平均加入量为2.4袋。采用低拉碳、高氧化性操作，试验终渣

条件较好，气化脱磷率相对较高。

[0071] 实施例4

[0072] 按照上述原料情况实施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循环的炉数为5炉，试验结

果如图11～图13所示。

[0073] 结果表明，本次循环气化脱磷率为47.9％。试验过程中，拉碳时终点碳在0.011％

以下，平均为0.06％；终点平均温度1662℃；终点FeO含量大于17.0％，平均为20.2％；碱度

平均为2.44；三炉试验加碳粉，平均加入量为1.7袋。采用低拉碳、高氧化性操作，试验终渣

条件较好，气化脱磷率相对较高。

[0074] 实施例5

[0075] 按照上述原料情况实施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循环的炉数为6炉，试验结

果如图14～图16所示。

[0076] 结果表明，本次循环气化脱磷率为37.3％。试验过程中，拉碳时终点碳在0.08％以

上，平均为0.11％；终点平均温度1663℃；终点FeO含量大于12.8％，平均为15.0％；碱度平

均为2.41；五炉试验加碳粉，平均加入量为2.0袋。拉碳适中，但终渣氧化性较低，试验终渣

条件一般，气化脱磷率相对较高。

说　明　书 6/7 页

8

CN 107299181 B

8



[0077] 总之，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实施例的脱磷率总体统计图如图17所示，可

见气化脱磷率为27.5％～47.9％，统计平均值为38％，炉渣脱磷效果很好，使得冶炼过程渣

量小、热损低、铁损少，显著降低了冶炼成本。

[0078] 转炉气化脱磷渣循环脱磷炼钢实施例表明，在操作水平和参数条件控制较好时气

化脱磷率完全可达到40％的水平，主要包括：多炉次气化脱磷循环冶炼终点碳平均控制在

0.010％以下，终点平均温度1660℃，终点FeO含量平均大于20％，碱度平均为2.45，碳粉平

均加入量为2～3袋；同时配合良好的溅渣护炉过程及稳定的冶炼操作技术水平。

[0079] 操作实施例中所述的所加碳粉的重量，每袋碳粉重17kg。

[0080]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

本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

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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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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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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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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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5/9 页

14

CN 107299181 B

14



图11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6/9 页

15

CN 107299181 B

15



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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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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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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