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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 method for fire refining raw red copper, which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steps: charging raw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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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紫杂铜 的火法精炼方法 ，该方法包括如下歩骤：通过加料机 （2) 将紫杂铜原料 （1) 装入竖炉 （3) ，在

竖炉 （3 ) 中熔炼紫杂铜原料 （1) 成紫杂铜液 （4) ；通过铜水包 吊运 （5 ) 将紫杂铜液 （4) 装入回转式褚炼炉，

进行氧化还原精炼 ，得到精炼铜液 （8) ；桔炼铜液 （8) 经流槽 ( 9 ) :接进入中间包 （10) , 以完成后续工序。

该方法省略 了保温炉 ，高效利用了能源 。



一种竖炉、铜水包和回转炉组合式紫杂铜火法精炼方法

发明名称：一种竖炉、铜水包和回转炉组合式紫杂铜火法精炼工艺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一种紫杂铜的火法精炼工艺，特别是，涉及一种釆用竖炉、铜水包

、和至少一个回转炉，并且省略保温炉的紫杂铜火法精炼工艺，属于有色金属

冶炼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2] 紫杂铜是含铜量不低于90% 的废铜，又称废紫铜或废纯铜，是回收量最多的废

铜品种。紫杂铜经过火法精炼提纯成为精炼铜。纯度较高的精炼铜液用于连铸

连轧电工用铜线坯 （又称铜杆、铜盘条），或用于浇铸其它紫铜坯。纯度不高

的精炼铜液用于浇铸阳极板。

[3] 目前公知的紫杂铜火法精炼工艺流程可分为下列4种：

[4] ①固定式反射炉精炼工艺流程

[5] 其主要流程为，紫杂铜→加料机或人工加料→固定式反射炉熔化、氧化及还原

精炼→精炼铜液→流槽→中间包、定量浇铸包→用于连铸连轧电工用铜线坯，或

用于浇铸其它紫铜坯，或用于浇铸阳极板。

[6] ②倾动式精炼炉精炼工艺流程

[7] 其主要流程为，紫杂铜→加料机→倾动式精炼炉熔化、氧化及还原精炼→精炼

铜液→流槽→中间包、定量浇铸包→用于连铸连轧电工用铜线坯，或用于浇铸其

它紫铜坯，或用于浇铸阳极铜。

[8] ③竖炉-固定式反射炉联合精炼工艺流程

[9] 其主要流程为，紫杂铜→加料机→竖炉熔炼→紫杂铜液→流槽→固定式反射炉

氧化还原精炼→精炼铜液→流槽→中间包、定量浇铸包→浇铸阳极板。

[10] 论文"竖炉熔铜工艺的实践" （袁辅平， 《工业炉》，第30卷第3期， 2008 年5月

) 公开了一种竖炉熔铜-反射炉精炼联合作业生产阳极铜板工艺。该工艺用竖炉

进铜料，并熔化成铜水提供给反射炉，反射炉将铜水氧化还原然后浇铸成阳极

铜板。



[11] ④竖炉 -倾动式精炼炉 -保温炉联合精炼工艺流程

[12] 论 文 "废杂铜火法精炼直接生产光亮铜杆 的工艺和设备 " （赵新生 卢宏 ， 《资源

再生》 ，2008 年第 10、 11期）公开 了一种 1台竖炉 -2台倾动炉 - 1台保温炉联合精

炼工艺。其主要 流程为 ，紫杂铜 →加料机 →竖炉熔炼 →紫杂铜液 →流槽 →倾动式

精炼炉氧化还原精炼 → 精炼铜液 → 流槽 → 保温炉微调铜液成分与温度 → 精炼铜液

→流槽 →中间包 →连铸连轧 电工用铜线坯 。

[13] 现 有 的火法精炼技术存在 以下 问题 ： 1) 固定式反射炉和倾动式精炼炉 的燃料消

耗大 ，热效 率低 （能源利用率 15〜 40% ) ，劳动条件较差 ；2) 竖炉 -固定 式反射

炉联合精炼工艺 中的竖炉使用率低 ，无法连续化高效 生产 ；3) 竖炉 -倾动 式精炼

炉 -保温炉联合精炼工艺流程 中设置 的保温炉 ，增加 了能源消耗 。

对 发明的公开

发明内容

[14] 本 发 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能源利用率高 、劳动条件较好 、生产连续性强 的紫杂

铜火法精炼工艺。

[15] 为此 ，本 发明提供 了一种紫杂铜 的火法精炼工艺 ，其特征在于 ，釆用竖炉 、铜

水包 、和至少一 台回转炉 ，包括下列步骤 ： 1) 紫杂铜原料通过加料机装入竖炉

，在竖炉 中熔炼成紫杂铜液 ；2) 竖炉熔炼产 出的紫杂铜液釆用铜水包 吊运装入

回转式精炼炉 ，进行氧化还原精炼 ，以得到精炼铜液 ；以及 3) 精炼铜液经流槽

直接进入 中间包 ，以完成后续工序 。

[16] 优 选地 ，包括至少两 台回转炉 。

[17] 优 选地 ，包括三 台回转炉 。

[18] 优 选地 ，在步骤 3) 中 ，流槽形式可 以是活动式和 固定式两种类型 的组合 ，也

可 以是其 中一种 ；流槽可 以是 多段 ，也可 以是一段 。 中间包后可 以直接连接后

续工序 ，也可 以通过定量浇铸包连接后续工序 。

[19] 优 选地 ，后续工序包括连铸连轧铜线坯或浇铸 阳极铜 。

[20] 优 选地 ，包括两 台回转炉 ，该两 台回转炉各 自独立完成精炼作业全过程 ，相互

交错作业过程 。

[21] 优 选地 ，包括用于熔铜 的一 台竖炉和用于精炼铜 的两 台回转炉 。



[22] 根据本发明，釆用 的设备包括 1台竖炉 、铜水包 、 1至 3台回转炉 、流槽 、中间

包 ，但省略了保温炉。

[2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 ，紫杂铜 的火法精炼 的工艺釆用一台竖炉和两台回转

炉联合精炼工艺流程 ，熔炼阶段釆用竖炉熔化紫杂铜 ，氧化 、还原阶段釆用两

台回转式精炼炉将紫杂铜液精炼成为精炼铜液。

[24] 所述竖炉是熔化 固态铜 的先进设备 ，与固定式反射炉或倾动式精炼 比较 ，熔化

效率可提高 1〜2倍 ，热损失可减小至 20〜35% ，即能源利用率可高达 65〜80% ，

生产连续性强。

[25] 所述 回转式精炼炉是在 以矿铜为原料生产 阴极铜 的大型化工艺流程 中，把液态

粗铜精炼成阳极铜工艺环节的首选设备 ，又称 回转式阳极炉或回转炉。与固定

式或倾动式反射炉 比较 ，回转式精炼炉具有散热面积小 （相当于反射炉 的50% 左

右） ，密封性好 ，热效率高 （能源利用率可达 60〜70%) ，烟尘治理难度小 ，排

渣 、放铜操作机械化 自动化程度高 ，劳动条件较好 以及大型化生产配套技术相

对成熟 的技术优势。

[26] 在本发明的该实施例 中，两台回转炉各 自独立完成精炼作业全过程 ，但 同吋相

互交错 1/2作业过程。回转炉冶炼完成后 ，精炼铜液经过流槽直接进入 中间包 ，

不需再经过保温炉微调成分和温度 ，精炼铜液直接进入铜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

或阳极板浇铸机 ，用于连铸连轧铜线坯 ，或用于浇铸阳极板。

[27] 根据本发明的所述紫杂铜 的火法精炼工艺 ，综合吸取了竖炉熔化 固态铜技术优

势和 回转炉精炼液态铜技术 的优势。

[28] 根据本发明的另外一个实施例 的紫杂铜 的火法精炼工艺的步骤如下：

[29] ①预处理紫杂铜炉料 ，尽可能去除夹杂物。

[30] ②把炉料装入料车式或其它形式的加料机 ，随之加入竖炉。

[31] ③竖炉熔化炉料 ，产 出紫杂铜液。

[32] ④ 吊车铜水包接取紫杂铜液 ，先后 吊运倒入两台回转炉。

[33] ⑤两台回转炉各 自独立完成精炼作业全过程 ，但 同吋相互交错 1/2作业过程。

当一台处于接取铜液 ，氧化 、排渣及还原精炼作业过程吋 ，另一台处于控制铜

液 的最终温度和成分 、出铜作业过程。当一台即将 出完铜液吋 ，另一台开始 出



铜，平稳交替，保持流入流槽的精炼铜液流量基本稳定。

[34] ⑥回转炉产出的精炼铜液流入活动流槽，再流入固定流槽，最终流入中间包，

用于连铸连轧电工用铜线坯，或用于浇铸阳极板。

[35] 根据本发明的紫杂铜火法精炼工艺的有益效果是：

[36] ①釆用竖炉熔炼的方法，显著提高了紫杂铜火法精炼的熔化效率 （提高 1〜2倍

) 和能源利用率 （提高20〜30个百分点）；

[37] ②釆用回转炉精炼紫杂铜的方法改善了排渣、放铜的操作劳动条件；

[38] ③一台竖炉和两台回转炉联合精炼工艺中，两台回转炉同吋相互交错 1/2精炼

作业过程，有利于连续接取竖炉铜液，连续产出精炼铜液，保证了生产的连续

性；

[39] ④釆用本发明的火法精炼工艺，有利于提高以紫杂铜为主要原料生产铜线坯或

阳极板的大型化、机械化和 自动化技术水平。

附图说明

[40]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紫杂铜的火法精炼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41] 参见附图，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42] 图1中，紫杂铜原料被装入料车式或其它形式的加料机，随之加入竖炉；竖炉

熔化炉料，产出紫杂铜液；吊车铜水包接取紫杂铜液，先后吊运倒入两台回转

炉，两台回转炉各 自独立完成精炼作业全过程，但同吋相互交错 1/2作业过程，

保持流入固定流槽的纯铜液流量基本稳定；回转炉产出的纯铜液流入活动流槽

，最终流经中间包进入铜线连铸连轧生产线或阳极板浇铸机，用于连铸连轧铜

线坯或浇铸阳极板。

[43] 实施例 1

[44] 以紫杂铜为原料年产铜线坯22万吨工程的火法精炼工艺流程，铜水包三次吊运

铜液方式，步骤如下：

[45] ①预处理紫杂铜炉料，尽可能去除夹杂物，加工长度或块度应适合装入料车。

[46] ②用叉车把紫杂铜炉料装入料车式加料机。

[47] ③料车式加料机把紫杂铜炉料加入产能35t/h竖炉。



[48] ④ 产能 35t/h 竖炉熔化炉料 ，连续产 出紫杂铜液 ，用公称容量 100t铜水包接取 ，

先后 吊运倒入两 台公称容量 300t 回转炉 。

[49] ⑤ 先 吊运倒入第一 台回转炉 ，共需 3次 ，每次约 100t 。倒完200t 后 ，进入氧化操

作 。倒完 300t 后 ，进入后期氧化 、排渣 、还原 、控制温度和成分精炼作业 ，完成

后 即可 出铜 。

[50] ⑥ 第一 台回转炉精炼作业完成后 出铜吋 ，第二 台回转炉开始进入接取铜液 、精

炼作业和 出铜全过程 。两 台公称容量 300t 回转炉各 自独立完成接取铜液 、氧化 、

排渣 、还原 、控制温度和成分 、出铜作业全过程 ，但 同吋相互交错 1/2作 业过程

。当一 台即将 出完铜液吋 ，另一 台开始 出铜 ，平稳 交替 ，保持流入 固定流槽 的

精炼铜液流量基本稳定 。

[51] ⑦ 回转炉产 出的精炼铜液通过活动流槽引入 固定流槽 。

[52] ⑧ 精炼铜液从 固定流槽流入 中间包 。

[53] ⑨ 精炼铜液从 中间包注入产能35t/h 连铸连轧生产线 的连铸机 ，经连续铸坯 、轧

杆 ，产 出铜线坯 。

[54] 实施例2

[55] 以紫杂铜为原料年产铜线坯22万吨工程 的火法精炼工艺流程 ，铜水包两次 吊运

铜液方式 ，步骤如下 ：

[56] 步骤 ①、②、③与实施例 1相 同。

[57] ④ 产能35t/h 竖炉熔化炉料 ，连续产 出紫杂铜液 ，用公称容量 150t铜水包接取 ，

先后 吊运倒入两 台公称容量 300t 回转炉 。

[58] ⑤ 先 吊运倒入第一 台回转炉 ，共需2次 ，每次约 150t 。倒完 300t 后 ，进入氧化 、

排渣 、还原 、控制温度和成分精炼作业 ，完成后 即可 出铜 。

[59] 步骤⑥、⑦、⑧、⑨ 与实施例 1相 同。

[60] 本 发明按下式确定 回转炉公称容量 ：

[61] 回转炉公称容量 (t) = 竖炉产能 (t/h) 单 台回转炉完成接取铜液和氧化还原 的吋

间(h)

[62] 本 发明按下式确定铜水包公称容量 ：

[63] 铜水包公称容量 (t) = 回转炉公称容量 (t) ÷ 铜水包 吊运次数



[64] 本发明的铜水包 吊运次数应根据技术经济分析情况确定。

[65] 以上公开了本发明的若干特定实施例 ，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可 以根据本发明的思

想进行各种改进 、完善 、替换 、和/或变更 ，例如 ，流槽形式可 以是活动式和 固

定式两种类型 的组合 ，也可 以是其中一种 ；流槽可 以是多段 ，也可 以是一段。

然而 ，这样做 ，都 已经包含在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之内。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紫杂铜的火法精炼工艺，其特征在于，釆用竖炉、铜水包、

和至少一台回转炉，包括下列步骤：

1) 紫杂铜原料通过加料机装入竖炉，在竖炉中熔炼成紫杂铜液；

2) 竖炉熔炼产出的紫杂铜液釆用铜水包吊运装入回转炉，进行氧

化还原精炼，以得到精炼铜液；以及

3) 精炼铜液经流槽直接进入中间包，以完成后续工序。

[权利要求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火法精炼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两台回

转炉。

[权利要求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火法精炼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三台回转炉

[权利要求 4]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火法精炼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 中，

流槽形式可以是活动式和固定式两种类型的组合，也可以是其中

一种；流槽可以是多段，也可以是一段。

[权利要求 5]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火法精炼工艺，其特征在于，中间包后可以直

接连接后续工序，也可以通过定量浇铸包连接后续工序。

[权利要求 6]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火法精炼工艺，其特征在于，后续工序包括连

铸连轧铜线坯或浇铸阳极板。

[权利要求 7]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火法精炼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两台回转炉

，该两台回转炉各 自独立完成精炼作业全过程，相互交错作业过

程。

[权利要求 8]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火法精炼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熔铜的

一台竖炉和用于精炼铜的两台回转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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