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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

炼工艺，涉及冶金技术领域，包括铁水倒罐→铁

水预处理→转炉高碳低氧留氧操作→RH炉真空

脱碳→RH炉合金化及真空脱气→LF精炼炉防增

碳快速脱硫工艺→CCM流程，通过铁水脱硫扒渣，

转炉出钢留氧制度和造渣制度的优化，RH炉真空

脱碳及合金化工艺，LF炉扩散脱氧造渣和沉淀脱

氧，冶炼过程全程合理的钢包氩气底吹控制，充

分发挥碳含量控制与脱硫的冶金热力学和动力

学条件，防增碳快速脱硫工艺，LF炉造渣脱硫效

果明显，且钢水纯净度高，铸坯质量良好，钢板

1.5级以内夹杂物含量控制在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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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

①转炉冶炼工艺

铁水预处理操作：入炉铁水经脱硫预处理并扒渣干净，要求S≤0.002%；

挡渣操作：出钢过程中控制下渣量≤2kg/t；

温度和碳含量控制：吹炼终点温度大于1680℃，终点C≥0.040%；

出钢造渣：出钢过程加入石灰和预熔精炼渣进行钢包顶渣，预熔精炼渣加入量为3kg/

吨钢，石灰加入量为5kg/吨钢；

出钢留氧：出钢仅加入金属锰合金，过程采用铝弱脱氧，根据转炉吹炼终点氧含量即副

枪TSO值加入铝块，加入铝块后，钢水中氧含量控制在450ppm～550ppm；

钢包底吹氩气控制：出钢过程钢包底吹气体流量为800NL/min，出钢时间控制在5min～

8min;

②LF精炼炉冶炼工艺

RH真空脱碳处理：钢水到达RH炉处理工位后，测温取样定氧，温度大于1580℃进行真空

脱碳，当碳氧反应结束时加入铝粒1.5kg/吨钢水进行深脱氧，继续真空保持3min，根据钢种

成分要求，加入硅铁和金属锰合金进行合金化；

RH真空脱气处理：RH合金化后进行真空脱气处理，真空度≤85Pa，保持时间大于20min，

RH整个过程中，钢包底吹氩气流量控制在5NL/min～10NL/min，真空结束钢水吊至LF炉继续

精炼处理；

LF炉前期操作：钢水到达处理工位后，调整钢包底吹流量300NL/min～400NL/min，供电

化渣2min～3min后加入石灰2kg/吨钢、铝丝0.2kg/吨钢，取样分析，下电极升温；

LF炉中期过程控制：根据LF炉第一个钢样成分和渣况粘稠情况，加入石灰和铝丝造渣

脱硫，石灰加入量小于3kg/吨钢，铝丝0.2kg/吨钢，脱硫过程氩气流量200NL/min～300NL/

min，喂入铝线调整钢液铝含量，喂铝线控制氩气流量30NL/min～50NL/min，根据目标钢种

的成分进行合金化，升温6min～8min取样分析，下电极继续升温脱硫；

LF炉后期过程控制：根据LF炉第二个钢样成分和渣况粘稠情况，加入石灰和铝丝造渣

脱硫，石灰加入量小于1kg/吨钢，铝丝0.3kg/吨钢，渣色变白即FeO+MnO≤1.0%，钢水温度升

高至1600℃～1610℃，提升电极，盖上精炼炉炉盖，钢包底吹氩气调整至800NL/min，进行氩

气搅拌深脱硫4min～5min，取样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充分化LF炉中期过程控制流程；

钙处理即软搅拌：钢水成分温度均合格后，钢水中喂入纯钙线1.6m/吨钢，钙处理结束

后软搅拌大于8min，软搅拌底吹流量控制20NL/min～30NL/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钢造

渣，预熔精炼渣包括：CaO:45.0%～55.0%、Al203:27 .0%～35.0%、SiO2≤6.0%、MgO≤8.0%、

Fe2O3≤1.5%、H2O≤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钢留

氧，金属锰合金：0.04%≤Mn≤0.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钢留

氧，当TSO氧含量＜550ppm，不加铝块；当550ppm≤TSO氧含量＜650ppm，铝块加入量30kg；当

650ppm≤TSO氧含量＜750ppm，铝块加入量60kg；当750ppm≤TSO氧含量＜850ppm，铝块加入

量90kg；当TSO氧含量＞850ppm，铝块加入量1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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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钢留

氧，铝块加入时间为：出钢开始→出钢30秒加造渣料→出钢至1/3加铝块→锰系合金→出钢

结束。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RH真空

脱碳处理，当温度≤1580℃时，需LF炉升温到1620℃以上再回RH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RH真空

脱碳处理，随着RH真空度由正常大气压开始降低，钢水脱碳开始，当真空度降低至500Pa以

内，碳氧反应结束，时间6min～9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RH真空

脱碳处理，硅铁和金属锰的加入量按钢种成分下限配加。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LF炉中

期过程控制，第一个钢样处理时间10min；所述LF炉后期过程控制，第二个钢样处理时间

25min。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LF炉

中期过程控制，铝线喂入量以冶炼过程中铝含量保持在0.035%～0.045%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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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硫对钢的性能会造成不良影响，钢中硫含量高，会使钢的热加工性能变坏，即造成

钢的“热脆”性。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对钢铁材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抗HIC和抗H2S

腐蚀用钢的开发，钢中硫含量要求在0.0015％以内，苛刻的硫含量要求，常规的冶炼脱硫工

艺已不能完全满足大规模生产需要。特别是部分钢要求低硫的同时，为了保证屈服性能和

焊接性能，碳含量需控制在较低的范围，由于转炉碳氧积恒定，转炉深碳会导致钢水中氧

高，对转炉炉衬、后续的深脱硫及钢水纯净度影响较大。因此，开发一种抗酸管线钢冶炼工

艺，成为研发高附加值品种钢和效益增长点的发展瓶颈。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包括

①转炉冶炼工艺

铁水预处理操作：入炉铁水经脱硫预处理并扒渣干净，要求S≤0.002％；

挡渣操作：出钢过程中控制下渣量≤2kg/t；

温度和碳含量控制：吹炼终点温度大于1680℃，终点C≥0.040％；

出钢造渣：出钢过程加入石灰和预熔精炼渣进行钢包顶渣，预熔精炼渣加入量为3kg/

吨钢，石灰加入量为5kg/吨钢；

出钢留氧：出钢仅加入金属锰合金，过程采用铝弱脱氧，根据转炉吹炼终点氧含量即副

枪TSO值加入铝块，加入铝块后，钢水中氧含量控制在450ppm～550ppm；钢包底吹氩气控制：

出钢过程钢包底吹气体流量为800NL/min，出钢时间控制在5min～8min；

②LF精炼炉冶炼工艺

RH真空脱碳处理：钢水到达RH炉处理工位后，测温取样定氧，温度大于1580℃进行真空

脱碳，当碳氧反应结束时加入铝粒1.5kg/吨钢水进行深脱氧，继续真空保持3min，根据钢种

成分要求，加入硅铁和金属锰合金进行合金化；

RH真空脱气处理：RH合金化后进行真空脱气处理，真空度≤85Pa，保持时间大于20min，

RH整个过程中，钢包底吹氩气流量控制在5NL/min～10NL/min，真空结束钢水吊至LF炉继续

精炼处理；

LF炉前期操作：钢水到达处理工位后，调整钢包底吹流量300NL/min～400NL/min，供电

化渣2min～3min后加入石灰2kg/吨钢、铝丝0.2kg/吨钢，取样分析，下电极升温；

LF炉中期过程控制：根据LF炉第一个钢样成分和渣况粘稠情况，加入石灰和铝丝造渣

脱硫，石灰加入量小于3kg/吨钢，铝丝0.2kg/吨钢，脱硫过程氩气流量200NL/min～300NL/

min，喂入铝线调整钢液铝含量，喂铝线控制氩气流量30NL/min～50NL/min，根据目标钢种

的成分进行合金化，升温6min～8min取样分析，下电极继续升温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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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炉后期过程控制：根据LF炉第二个钢样成分和渣况粘稠情况，加入石灰和铝丝造渣

脱硫，石灰加入量小于1kg/吨钢，铝丝0.3kg/吨钢，渣色变白即FeO+MnO≤1.0％，钢水温度

升高至1600℃～1610℃，提升电极，盖上精炼炉炉盖，钢包底吹氩气调整至800NL/min，进行

氩气搅拌深脱硫4min～5min，取样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充分化LF炉中期过程控制流程；

钙处理即软搅拌：钢水成分温度均合格后，钢水中喂入纯钙线1.6m/吨钢，钙处理结束

后软搅拌大于8min，软搅拌底吹流量控制20NL/min～30NL/min。

[0004] 技术效果：本发明涉及冶炼抗酸管线钢转炉碳、氧含量、RH精炼碳含量和LF精炼炉

硫含量控制的工艺，通过铁水喷粉脱硫预处理，转炉出钢脱氧制度优化，RH深脱碳合金化、

脱气，LF精炼炉脱氧制度和造渣制度的优化，充分深脱硫减少加热时间，保证电极增碳。

[0005] 本发明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是：

前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出钢造渣，预熔精炼渣包括：CaO:45.0％

～55.0％、Al203:27.0％～35.0％、SiO2≤6.0％、MgO≤8.0％、Fe2O3≤1.5％、H2O≤0.5％。

[0006] 前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出钢留氧，金属锰合金：0.04％≤Mn

≤0.60％。

[0007] 前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出钢留氧，当TSO氧含量＜550ppm，

不加铝块；当550ppm≤TSO氧含量＜650ppm，铝块加入量30kg；当650ppm≤TSO氧含量＜

750ppm，铝块加入量60kg；当750ppm≤TSO氧含量＜850ppm，铝块加入量90kg；当TSO氧含量

＞850ppm，铝块加入量120kg。

[0008] 前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出钢留氧，铝块加入时间为：出钢开

始→出钢30秒加造渣料→出钢至1/3加铝块→锰系合金→出钢结束。

[0009] 前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RH真空脱碳处理，当温度≤1580℃

时，需LF炉升温到1620℃以上再回RH处理。

[0010] 前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RH真空脱碳处理，随着RH真空度由

正常大气压开始降低，钢水脱碳开始，当真空度降低至500Pa以内，碳氧反应结束，时间6min

～9min。

[0011] 前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RH真空脱碳处理，硅铁和金属锰的

加入量按钢种成分下限配加。

[0012] 前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LF炉中期过程控制，第一个钢样处

理时间10min；LF炉后期过程控制，第二个钢样处理时间25min。

[0013] 前所述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LF炉中期过程控制，铝线喂入量以

冶炼过程中铝含量保持在0.035％～0.045％来控制。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转炉出钢留氧稳定，RH通过碳氧反应降碳降低至0.020％以内；

(2)本发明LF炉造渣脱硫效果明显，铸坯质量良好，钢板夹杂物控制较好，保证高附加

值的抗酸管线钢的生产；

(3)本发明成功解决了抗酸管线钢(0.025％≤C≤0.050％、S≤0.0015％)炼钢冶炼过

程转炉深脱碳导致的高氧出钢的矛盾，采用铁水预处理喷粉脱硫扒渣，转炉处理过程高碳

出钢，弱脱氧进行留氧操作，RH深脱碳合金化、脱气，LF快速造白渣脱硫，结合LF炉冶炼过程

全程合理的氩气底吹控制，以及埋弧操作，充分发挥脱硫的冶金热力学和动力学条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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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电极增碳；

(4)本发明生产过程钢水碳、硫含量控制稳定，减轻了转炉深脱氧高氧化性对炉衬的侵

蚀，降低了钢水夹杂物，铸坯质量良好，产品1.5级以内夹杂物数量控制在99％以上，完全满

足超抗酸管线钢生产要求，保证冶炼生产节奏和连铸浇注炉数。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高纯净度抗酸管线钢冶炼工艺，包括

①转炉冶炼工艺

铁水预处理操作：入炉铁水经脱硫预处理并扒渣干净，要求S≤0.002％；

挡渣操作：出钢过程中控制下渣量≤2kg/t；

温度和碳含量控制：吹炼终点温度大于1680℃，终点C≥0.040％；

出钢造渣：出钢过程加入石灰和预熔精炼渣进行钢包顶渣，预熔精炼渣加入量为3kg/

吨钢，石灰加入量为5kg/吨钢；

出钢留氧：出钢仅加入金属锰合金，过程采用铝弱脱氧，根据转炉吹炼终点氧含量即副

枪TSO值加入铝块，加入铝块后，钢水中氧含量控制在450ppm～550ppm；钢包底吹氩气控制：

出钢过程钢包底吹气体流量为800NL/min，出钢时间控制在5min～8min；

②LF精炼炉冶炼工艺

RH真空脱碳处理：钢水到达RH炉处理工位后，测温取样定氧，温度大于1580℃进行真空

脱碳，当碳氧反应结束时加入铝粒1.5kg/吨钢水进行深脱氧，继续真空保持3min，根据钢种

成分要求，加入硅铁和金属锰合金进行合金化；

RH真空脱气处理：RH合金化后进行真空脱气处理，真空度≤85Pa，保持时间大于20min，

RH整个过程中，钢包底吹氩气流量控制在5NL/min～10NL/min，真空结束钢水吊至LF炉继续

精炼处理；

LF炉前期操作：钢水到达处理工位后，调整钢包底吹流量300NL/min～400NL/min，供电

化渣2min～3min后加入石灰2kg/吨钢、铝丝0.2kg/吨钢，取样分析，下电极升温；

LF炉中期过程控制：根据LF炉第一个钢样成分和渣况粘稠情况，加入石灰和铝丝造渣

脱硫，石灰加入量小于3kg/吨钢，铝丝0.2kg/吨钢，脱硫过程氩气流量200NL/min～300NL/

min，喂入铝线调整钢液铝含量，喂铝线控制氩气流量30NL/min～50NL/min，根据目标钢种

的成分进行合金化，升温6min～8min取样分析，下电极继续升温脱硫；

LF炉后期过程控制：根据LF炉第二个钢样成分和渣况粘稠情况，加入石灰和铝丝造渣

脱硫，石灰加入量小于1kg/吨钢，铝丝0.3kg/吨钢，渣色变白即FeO+MnO≤1.0％，钢水温度

升高至1600℃～1610℃，提升电极，盖上精炼炉炉盖，钢包底吹氩气调整至800NL/min，进行

氩气搅拌深脱硫4min～5min，取样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充分化LF炉中期过程控制流程；

钙处理即软搅拌：钢水成分温度均合格后，钢水中喂入纯钙线1.6m/吨钢，钙处理结束

后软搅拌大于8min，软搅拌底吹流量控制20NL/min～30NL/min。

[0017] 以X70MS抗酸管线钢种为例，在150吨转炉、150吨钢包炉冶炼，X70MS管线钢化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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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见表1，整个冶炼过程控制如下：

表1  X70MS主要化学成份(％)

表2转炉终点成分(％)

表3炉后成分

表4  RH到站温度和合金化情况

表5  RH结束成分(％)

表6精炼炉终点钢水主要成份(％)

表7精炼炉结束渣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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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制21.5mm钢板，参照《GBT  10516-2005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方法》，对夹杂

物评级1.5级以内夹杂物占比100％，具体评级如下：

综上，本发明工艺采用：铁水倒罐→铁水预处理→转炉高碳低氧留氧操作→RH炉真空

脱碳→RH炉合金化及真空脱气→LF精炼炉防增碳快速脱硫工艺→CCM流程，通过铁水脱硫

扒渣，转炉出钢留氧制度和造渣制度的优化，RH炉真空脱碳及合金化工艺，LF炉扩散脱氧造

渣和沉淀脱氧，冶炼过程全程合理的钢包氩气底吹控制，充分发挥碳含量控制与脱硫的冶

金热力学和动力学条件，防增碳快速脱硫工艺，LF炉造渣脱硫效果明显，实现了钢水中

0.020％≤C≤0.050％和S≤0.0015％的工艺技术，且钢水纯净度高，铸坯质量良好，钢板

1.5级以内夹杂物含量控制在99％以上。

[0018]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发明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

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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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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