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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54) 发明名称 用于向电炉中加入废钢的快速加料装置及其加料方法

图 1 / Fig. 1

(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rapid feeding device and a feeding method for feeding scrap steel into an electrical furnace. The rapid
feeding device comprises a high temperature coupling tank (10)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lectrical furnace, and a cold material-re -
ceiving device for feeding in the scrap steel. The cold material-receiving device comprises a long feeding groove (2) that can be
hoisted. The long feeding groove (2) has a discharge port (2a) made at its front end, that can be in sealed communication with a
feeding port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coupling tank (10). The rapid feeding device has good air tightness and a high feeding speed.
The feeding i s carried out in closed conditions,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air leakage,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lec -
trical furnace dedusting system. The discharge port i s made at the front end of the long feeding groove so that the thickness of the
spread material can be easily 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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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57) 摘要 :

公开了一种用于向电炉中加入废钢的快速加料装置及其加料方法。快速加料装置包括与电炉连通的高温联接槽（10)

和用 Τ·废钢上料的冷受料装置。冷受料装置包括可吊运的加料长槽 （2) 。加料长槽 （2) 的前端开有可与卨温联接

槽 （10 ) 的进料口密封联通的出料口 （2a) 。该快速加料装 密闭性好 .加料速度快。加料在密闭条件下进行，可

有效降低漏风量，提高电炉除尘系统的效能。出料口开在加料长槽前端，铺料厚度易于控制。



说明书

发明名称：用于向电炉中加入废钢的快速加料装置及其加料方法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属于冶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炉冶炼装置的加料装置及其加料方

法。

背景技术

[2] 电炉冶炼是一种重要的炼钢方法，在冶炼过程中，原料加入电炉的环节直接影

响生产环境和电能消耗，电炉生产中最典型和普遍的是料篮直接对炉堂加料，

但生产环境极其恶劣，为改善生产环境和降低电耗，出现了向电炉内快速密闭

加料的技术，该技术是一种在电炉生产中节能降耗及环保的技术。

[3] 在对某些原料加料吋，电炉的密闭加料技术的实施具有很大的难度，实施的可

靠性也较低，如废钢冶炼生产的加料，由于废钢尺寸形状特异，加料难度大，

可靠性低。分析现有技术，中冶赛迪申请号为201020187991.6 和201010170509.2

的专利'一种短流程废钢预热输送装置'中提出了一种加料技术，该技术提出了对

电炉加料的'集装箱'理念，但釆用了底开料槽对加料长槽的加料方式。上述技术

主要的问题是：长的底开料罐打开底门的可靠性较低，存在影响生产效率的较

高概率事件，对加料长槽加料多了一个生产环节，加料长槽中铺料厚度不好掌

控而影响后续废钢的输送处理，以及会对加料长槽料产生冲击造成不利影响。

[4] 针对上述不足，需研制一种用于向电炉中加入废钢的快速加料装置及其加料方

法，提高废钢加料效率并增加加料的可靠性 ，同吋，也使加料长槽中的铺料厚

度易于掌控并避免加料长槽受到冲击，延长其使用寿命。

对发明的公开

发明内容

[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向电炉中加入废钢的快速加料装置及其加料方

法，通过该装置及其加料方法将冷受料输送槽当成"集装箱" ，可实现提高加料效

率，增加加料可靠性 ，并使加料长槽中铺料厚度可控和避免加料长槽在装料过

程中受到冲击的目的。



[6] 本发明的用于向电炉中加入废钢的快速加料装置，包括与电炉连通的高温联接

槽和用于废钢上料的冷受料输送装置，所述冷受料输送装置包括可吊运移动的

加料长槽，加料长槽的前端开有可与高温联接槽的进料口密封连通的出料口。

[7] 进一步，所述冷受料输送装置还包括振动台和用于驱动振动台振动的激振装置

，加料长槽的出料口与高温联接槽的进料口连通吋加料长槽放置于振动台的台

面上；

[8] 进一步，所述加料长槽的出料口与高温联接槽的进料口之间通过输送喉口密封

连通，输送喉口的一端伸入高温联接槽内，另一端与加料长槽的出料口密封对

接或密封套于出料口外；

[9] 进一步，还包括热输送槽，所述加料长槽的出料口通过热输送槽与高温联接槽

的进料口连通，述加料长槽的出料口与热输送槽的进料口之间通过输送喉口密

封连通，输送喉口的一端伸入热输送槽内，另一端与加料长槽的出料口密封对

接或密封套于出料口外；

[10] 进-一步 ' 所述输送喉口固定设置或与振动台固定连接；

[11] 进-一步 ' 所述冷受料输送装置还包括作用于激振装置或振动台的缓冲制动装置

[12] 进-一步 ' 所述输送喉口沿废钢输送方向的前端设置有可开闭的密封门；

[13] 进-一步 ' 所述加料长槽上设置有可开启的槽盖；

[14] 进-一步 ' 所述振动台与加料长槽之间设置有定位锁定机构；

[15] 进-一步 ' 所述加料长槽的出料口设置有可抽出的档料销；

[16] 进-一步 ' 所述振动台的台面倾斜设置；

[17] 进-一步 ' 所述用于向电炉中加入废钢的快速加料装置还包括可沿快速加料装置

的横向往复移动的对接车，所述振动台和激振装置为两套且沿横向并列设置于

对接车上；

[18] 进一步，所述振动台和激振装置为两套且沿快速加料装置的纵向并列设置，振

动台与高温联接槽垂直。

[19]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是提供一种使用所述的用于向电炉中加入废钢的快速加料装

置进行加料的方法，该方法是：将装有废钢的加料长槽吊运或用其它方法安装



至振动台上，缓冲制动装置可对振动台快速减速或制动，在起停吋段吋使得振

动台小振幅快速越过共振带并便于安装加料长槽，使加料长槽的出料口与高温

联接槽或热输送槽的进料口通过输送喉口对接，打开密封门并抽出档料销，整

个过程槽盖密封以防止空气吸入，通过振动台的振动使废钢速度可控进入高温

联接槽或热输送槽，完成加料后关闭密封门，最后吊运移开加料长槽，密封门

防止空气吸入，重复执行上述操作实现连续快速密封加料。

有益效果

本发明的用于向电炉中加入废钢的快速加料装置及其加料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1 ) 装置结构简单，加料速度可控制，制造方便、操作简便，密闭效果好、可靠

性高，加料速度快且环保、并便利整个系统的维护。

2 ) 加料过程在密封条件下进行，可有效降低漏风量，提高电炉除尘系统的效

能，并使生产环境大为改善，同吋，由于电炉的密闭生产，也减少了电炉生产

过程中炉体的热损失，节约能源。

3 ) 与现有技术相比，避免使用底开料槽对加料长槽加料，易于掌握铺料厚度

利于后续生产，也防止了废钢对加料长槽产生冲击造成其损坏(取消了加料长槽)

[24] 4 ) 设备短小，利于现有电炉改造，且系统投资较小。

附图说明

[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26] 图1为本发明的加料长槽吊装到振动台上之前的结构示意图；

[27] 图2为本发明的加料长槽吊装到振动台并对接之后的结构示意图；

[28] 图3为带热输送槽结构的装置加料长槽吊装到振动台上之前的结构示意图；

[29] 图4为带热输送槽结构的装置加料长槽吊装到振动台并对接之后的结构示意图

[30] 图5为本发明的上料流程示意图；

[31] 图 6 为本发明的电炉抽烟口移至密封罩上示例；

[32] 图7为一种连续供料的快速加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33] 图8为另一种连续供料的快速加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34]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如图所示：用于向电炉中加入废钢的

快速加料装置，包括与电炉连通的高温联接槽 10和用于废钢上料的冷受料输送

装置，所述冷受料输送装置包括可吊运移动的加料长槽2，加料长槽 2的前端开

有可与高温联接槽 10的进料口密封连通的出料口2a，加料吋，将废钢铺设于加料

长槽 2 中，由吊运设备吊装加料长槽 2 使其出料口与高温联接槽的进料口连 通

，相对于现有技术中将加料长槽 2 固定设置，并由由磁盘吊等工具吊运废钢加

入的方式，加料速度快，且不易产生粉尘，同吋，也使废钢在加料长槽 2 中的

铺设厚度可控，利于后续冶炼，另外，也避免了现有技术加料中废钢对加料长

槽造成的冲击。

[3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冷受料输送装置还包括振动台3和用于

驱动振动台3振动的激振装置4，加料长槽 2的出料口2a与高温联接槽 10的进料口

连通吋加料长槽2放置于振动台3的台面上，通过振动台的振动，使加料长槽中

的废钢可顺利的通过高温联接槽输送至电炉中，不易出现卡料，可靠性高。

[3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加料长槽2的出料口2a与高温联接槽 10

的进料口之间通过输送喉口5密封连通，输送喉口5的一端伸入高温联接槽 10内

，另一端与加料长槽2的出料口2a密封对接或密封套于出料口2a外，通过输送喉

口便于进行对接，有利于加快装料速度。将喉口技术在于另一种具有预热尘降

装置的电炉冶炼装置上同样可以实施，该装置的加料长槽2的出料口通过热输送

槽 1与高温联接槽 10的进料口连通，述加料长槽2的出料口2a与热输送槽 1的进料

口之间通过输送喉口5密封连通，输送喉口5的一端伸入热输送槽 1 内，另一端与

加料长槽2的出料口2a密封对接或密封套于出料口2a外。

[3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输送喉口5固定设置于热送槽或位于热

送槽上方的尘降罩上，结构简单合理，更有利于达到密封性的要求；输送喉口5

与振动台3固定连接随振动台振动更有利于废钢的顺利输送。

[3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冷受料输送装置还包括作用于激振装置

4或振动台3的缓冲制动装置9，由于本发明的装料方式决定了振动台启停频繁，



通过缓冲制动装置可对振动台快速减速或制动，或在启动吋使得振动台小振幅

快速越过共振带，避免振动台频繁启停吋产生的共振对设备造成较大的损害，

减少设备维护频率并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3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输送喉口5伸入热输送槽 1内的一端设置

有可开闭的密封门6，密封门仅在加料吋打开，热输送槽内的空间与加料长槽空

间形成密闭空间，漏风量小，降低能耗，无论在加料或未加料吋，电炉均在密

闭条件下生产，有效减少电炉生产过程中炉体的热损失，节约能源。

[4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加料长槽2上设置有可开启的槽盖2b ，

以便于进行开盖铺料，并在加料过程中密封与外部空气的连通。

[4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振动台3与加料长槽2之间设置有定位锁

定机构7，便于快速定位，有利于提高装料速度，同吋，也使加料长槽在振动台

上放置稳固可靠，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42]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加料长槽2的出料口2a设置有可抽出的

档料销8，放置加料长槽在吊运吋废钢滑落造成安全事故。

[4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振动台3的台面倾斜设置，可使废钢在

振动和重力作用下 自动向热输送槽中输送。

[4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快速加料装置还包括可沿快速加料装置

的横向往复移动的对接车 13，快速加料装置的横向为水平面内与废钢输送方向

垂直的方向，所述振动台3和激振装置4为两套且沿横向并列设置于对接车 13 上

，如图7所示，两个振动台3—用一备，当一个加料长槽 2 对高温联接槽 10 工作

加料吋，另一个加料长槽 2 被安装到备用振动台3上，对接车 13实现对加料长槽

2 的快速切换，可将加料长槽 2 切换吋间减少至约 1 分钟以内，使电炉连续生

产。除上述方案以外，也可釆用两套振动台3和激振装置4沿快速加料装置的纵

向并列设置，振动台3与高温联接槽 10垂直，如图 8 所示，两个振动台3 —用一

备，当一个加料长槽 2 对高温联接槽 10工作加料吋，另一个加料长槽 2 被安装

到备用振动台3上，两个加料长槽快速切换，实现无隙连续加料。

[45] 图 6 为将电炉抽烟口11移至热输送槽 1上方的密封罩 12上的示例，输送喉口 5

与加料长槽2套接的结构示意图。



[46] 使用上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进行加料 的方法是 ：将装有

废钢 的加料长槽 2吊运至振动 台3上 ，使加料长槽 2的出料 口2a与高温联接槽 10或

热输送槽 1的进料 口通过输送喉 口5对接或套接 ，打开密封 门6并抽 出档料销 8，

整个过程槽盖 2b防止空气吸入 ，通过振动 台3的振动使废钢进入高温联接槽 10或

热输送槽 1，完成加料后关闭密封 门6，密封 门6的开闭防止在加料过程 中空气吸

入 ，最后 吊运移开加料长槽 2，吊取新 的装有废钢 的加料长槽重复执行上述操作

实现连续快速加料。空的加料长槽 2 被运往原料场 ，打开槽盖进行配料和装料

，最后盖上槽盖进行密封后运往 电炉 ，整个上料流程如 图5所示。

[47] 通过 吊装方法加料 ，加料速度快 ，实施方便 ，另外 ，加料过程在密闭条件下进

行 ，减少热损失 ，降低能耗。

[48] 最后说明的是 ，以上实施例仅用 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 ，尽管参照

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可 以

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 同替换 ，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 旨

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包括与电炉连通 的

高温联接槽 （10) 和用于废钢上料 的冷受料输送装置 ，其特征在

于：所述冷受料输送装置包括可 吊运移动 的加料长槽 （2) ，加料

长槽 （2) 的前端开有可与高温联接槽 （10) 的进料 口密封连通 的

出料 口 (2a) 。

[权利要求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其

特征在于：所述冷受料输送装置还包括振动 台 （3) 和用于驱动振

动 台 （3) 振动 的激振装置 （4) ，加料长槽 （2) 的出料 口 （2a)

与高温联接槽 （10) 的进料 口连通吋加料长槽 （2) 放置于振动 台

(3) 的台面上。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其

特征在于：所述加料长槽 （2) 的出料 口 （2a) 与高温联接槽 （10

) 的进料 口之间通过输送喉 口 （5) 密封连通 ，输送喉 口 （5) 的

一端伸入高温联接槽 （10) 内，另一端与加料长槽 （2) 的出料 口

(2a) 密封对接或密封套于 出料 口 （2a) 夕卜。

[权利要求 4 ] 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热输送槽 （1) ，所述加料长槽 （2) 的出料 口

通过热输送槽 （1) 与高温联接槽 （10) 的进料 口连通 ，所述加料

长槽 （2) 的出料 口 （2a) 与热输送槽 （1) 的进料 口之间通过输

送喉 口 （5) 密封连通 ，输送喉 口 （5) 的一端伸入热输送槽 （1)

内，另一端与加料长槽 （2 ) 的出料 口 （2 a ) 密封对接或密封套于

出料 口 (2a) 夕卜。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3或 4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喉 口 （5) 固定设置或与振动 台 （3) 连

接。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5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其

特征在于：所述冷受料输送装置还包括作用于激振装置 （4) 或振



动台 （3) 的缓冲制动装置 （9 ) 。

根据权利要求 6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其

特征在于：所述输送喉 口 （5) 沿废钢输送方 向的前端设置有可开

闭的密封 门 （6) 。

根据权利要求 7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其

特征在于：所述加料长槽 (2) 上设置有可开启 的槽盖 （2b) 。

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其

特征在于：所述振动 台 （3) 与加料长槽 （2) 之间设置有定位锁

定机构 (7) 。

根据权利要求 9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其

特征在于：所述加料长槽 （2) 的出料 口 （2a) 设置有可抽 出的挡

料销 (8) 。

根据权利要求 10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

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 台 （3) 的台面倾斜设置。

根据权利要求 1 1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可沿快速加料装置的横 向往复移动 的对接车

( 13； ， 所述振动 台 （3) 和激振装置 ( 4 、) 为两套且沿横 向并列

设置于对接车 ( 13) 上。

根据权利要求 1 1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

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 台 （3) 和激振装置 （4) 为两套且沿快速

加料装置的纵 向并列设置 ，振动 台 （3) 与高温联接槽 （10) 垂直

使用权利要求 1- 13所述 的用于 向电炉 中加入废钢 的快速加料装置

进行加料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将装有废钢 的加料长槽 （2) 吊运

至振动 台 （3) 上 ，使加料长槽 、2) 的出料 口 （2a) 与高温联接

槽 （10) 或热输送槽 （1 ) 的进料 口通过输送喉 口 （5) 对接 ，打

开密封 门 （6) 并抽 出档料销 （8 , 整 个过程槽盖 （2b) 密封 以

防止空气吸入 ，通过振动 台 ) 的振动使废钢进入高温联接槽 (



10) 或热输送槽 （1) ，完成加料后关闭密封 门 （6) ，最后 吊运

移开加料长槽 （2) ，密封 门 （6) 防止空气吸入 ，重复执行上述

操作实现连续快速密封加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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