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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

所述无铝中高碳钢的碳含量质量百分比不小于

0.35％，包括以下步骤：铁水进行脱硫，转炉留碳

出钢且不加硅系脱氧剂；钢水进LF炉处理位后加

入渣料和碳素脱氧剂；电极升温，利用白灰和碳

素脱氧剂及电弧的高温造电石渣脱氧。优点是：

本发明通过转炉不加硅系脱氧剂，进而控制钢水

顶渣中的SiO2含量不大于总渣量的10％，使用铝

矾土或以铝矾土为主要成分的化渣材料完全代

替萤石，使顶渣的熔化温度较低，利于化渣。因不

使用萤石且减少硅的氧化，从而有利于重轨钢和

帘线钢等钢种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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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铝中高碳钢的碳含量质量百分

比不小于0.35％，包括以下步骤：

1)炼钢

a铁水进行脱硫，脱硫后铁水中S小于0.020％；

b转炉留碳出钢，终点碳含量质量百分比按0.05％≤C≤成品碳上限‑0.06％控制；

c转炉不加硅系脱氧剂；钢水罐净空控制在400mm‑600mm；

2)精炼

a钢水进LF炉处理位后，先加入首批渣料以稀释钢水罐中顶渣的氧化性，之后加入碳素

脱氧剂；

通过控制钢水中硅的氧化，取消萤石的使用，采用铝矾土或以铝矾土为主要成分的化

渣材料完全代替萤石，使顶渣的熔化温度较低，不影响LF炉的化渣；

所述碳素脱氧剂是焦炭类增碳剂或石油焦类增碳剂；

b电极升温，利用白灰和碳素脱氧剂及电弧的高温造电石渣脱氧，在升温过程中加入二

批渣料，二批渣料中白灰与化渣剂的重量比控制在2:1～3:1；二批渣料量控制在0‑6kg/吨

钢；

c升温后，加入脱氧剂终脱氧、脱硫、取过程样，根据过程样合金化、终调成分并上机浇

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化

渣剂是铝矾土或以铝矾土为主要成分的化渣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a所述的

首批渣料及其加入量为白灰4～5kg/吨钢和化渣剂2～2.5kg/吨钢；碳素脱氧剂加入量为：

钢水量×(成品碳上限‑钢水中碳含量‑0.03％)/碳素脱氧剂碳含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c所述的

脱氧剂为硅铁；升温后所加首批硅铁的数量：钢水量×(成品硅上限‑钢水中硅含量)/硅铁

硅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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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炼钢连铸精炼处理技，尤其涉及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工艺主要采用转炉‑LF炉‑连铸机工艺。无铝中高碳钢钢种液

相线温度低，LF炉的渣料熔化困难。其中LF炉的化渣剂主要采用萤石，采用其他化渣剂化渣

困难，用量大，顶渣碱度低，也不利于脱硫。造成钢铁厂的萤石消耗量巨大。萤石虽然化渣效

果好，但萤石污染环境，危害人身健康，且是不可再生资源。

发明内容

[0003]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该

方法通过控制钢水中硅的氧化，取消萤石的使用，采用铝矾土或以铝矾土为主要成分的化

渣材料完全代替萤石，使顶渣的熔化温度较低，不影响LF炉的化渣。有利于实现钢铁的绿色

环保生产，保护有限的萤石资源。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所述无铝中高碳钢的碳含量质量百分比不小于

0.35％，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炼钢

[0007] a铁水进行脱硫，脱硫后铁水中S小于0.020％；

[0008] b转炉留碳出钢，终点碳含量质量百分比按0.05％≤C≤成品碳上限‑0.06％控制；

[0009] c转炉不加硅系脱氧剂；钢水罐净空控制在400mm‑600mm；

[0010] 2)精炼

[0011] a钢水进LF炉处理位后，先加入首批渣料以稀释钢水罐中顶渣的氧化性，之后加入

碳素脱氧剂；

[0012] b电极升温，利用白灰和碳素脱氧剂及电弧的高温造电石渣脱氧，在升温过程中加

入二批渣料，二批渣料中白灰与化渣剂的重量比控制在2:1～3:1；二批渣料量控制在0‑

6kg/吨钢；

[0013] c升温后，加入脱氧剂终脱氧、脱硫、取过程样，根据过程样合金化、终调成分并上

机浇铸。

[0014] 步骤2)所述的化渣剂是铝矾土或以铝矾土为主要成分的化渣材料；碳素脱氧剂是

焦炭类增碳剂或石油焦类增碳剂。

[0015] 步骤2)a所述的首批渣料及其加入量为白灰4～5kg/吨钢和化渣剂2～2.5kg/吨

钢；碳素脱氧剂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碳上限‑钢水中碳含量‑0.03％)/碳素脱氧剂碳含

量。

[0016] 步骤2)c所述的脱氧剂为硅铁；升温后所加首批硅铁的数量：钢水量×(成品硅上

限‑钢水中硅含量)/硅铁硅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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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本发明通过转炉不加硅系脱氧剂，进而控制钢水顶渣中的SiO2含量不大于总渣量

的10％，取消萤石的使用，使用铝矾土或以铝矾土为主要成分的化渣材料完全代替萤石，使

顶渣的熔化温度较低，利于化渣。因不使用萤石且减少硅的氧化，从而有利于重轨钢和帘线

钢等钢种提高质量。减少因使用萤石造成的环境污染，保护有限的萤石资源。本发明利用现

有生产设备，向钢水中加入碳素脱氧剂、白灰和铝矾土，利用碳素脱氧剂、白灰和电极升温

的高温造电石渣脱氧。控制LF炉首批渣料白灰和化渣剂的比例，有利于造的电石渣埋弧良

好。能够提高电极升温效率。采用电极升温方式，LF炉升温速率由3‑5℃/min提高到4‑6℃/

min。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地描述，但是应该指出本发明的实施不限于以下的实施方

式。

[0020] 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所述无铝中高碳钢的碳含量质量百分比不小于

0.35％，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炼钢

[0022] a铁水进行脱硫，脱硫后铁水中S小于0.020％；

[0023] b转炉留碳出钢，终点碳含量质量百分比按0.05％≤C≤成品碳上限‑0.06％控制；

[0024] c转炉不加硅系脱氧剂；钢水罐净空控制在300mm‑600mm；

[0025] 2)精炼

[0026] a钢水进LF炉处理位后，先加入首批渣料以稀释钢水罐中顶渣的氧化性，之后加入

碳素脱氧剂；

[0027] b电极升温5‑10分钟，利用白灰和碳素脱氧剂及电弧的高温造电石渣脱氧，在升温

过程中加入二批渣料，二批渣料中白灰与化渣剂的重量比控制在2:1～3:1；二批渣料量控

制在0‑6kg/吨钢；

[0028] c升温后，加入脱氧剂终脱氧、脱硫、取过程样，根据过程样合金化、终调成分并上

机浇铸。

[0029] 步骤2)所述的化渣剂是铝矾土或以铝矾土为主要成分的化渣材料；碳素脱氧剂是

焦炭类增碳剂或石油焦增碳剂。

[0030] 步骤2)中a所述的首批渣料及其加入量为白灰4～5kg/吨钢和化渣剂2～2.5kg/吨

钢；碳素脱氧剂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碳上限‑钢水中碳含量‑0.03％)/碳素脱氧剂碳含

量。

[0031] 步骤2)中c所述的脱氧剂为硅铁；升温后所加首批硅铁的数量：钢水量×(成品硅

上限‑钢水中硅含量)/硅铁硅含量。

[0032] 实施例一

[0033] 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该中高碳钢的碳含量上限的质量百分比为

0.35％，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炼钢工序

[0035] 1)铁水进行脱硫，脱硫后铁水中S含量为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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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2)转炉终点碳含量为0.15％；

[0037] 3)转炉不加硅系脱氧剂；钢水罐净空为400mm；

[0038] 2、精炼工序

[0039] 1)钢水进LF炉处理位后，加入渣料(4kg/吨钢白灰，2kg/吨钢的铝矾土)，待渣料完

全熔化后加入碳素脱氧剂，碳素脱氧剂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碳上限‑钢水中碳含量‑

0.03％)/碳素脱氧剂碳含量。

[0040] 2)电极升温9分钟，吹氩量：200L/min。

[0041] 3)升温后首批硅铁的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硅上限‑钢水中硅含量)/硅铁硅含

量。

[0042] 4)及时粘取渣样，当渣样变色且呈浅绿色或透明玻璃渣，方可取过程样，根据过程

样终调成分。

[0043] 5)钢水合金化后喂入1.5m/吨钢的硅钙线，净吹氩3分钟上机。

[0044] 实施例二

[0045] 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该中高碳钢的碳含量上限的质量百分比为

0.50％，包括以下步骤：

[0046] 1、炼钢工序

[0047] 1)铁水进行脱硫，脱硫后铁水中S为0.018％；

[0048] 2)转炉终点碳含量为0.25％；

[0049] 3)转炉不加硅系脱氧剂；钢水罐净空为600mm；

[0050] 2、精炼工序

[0051] 1)钢水进LF炉处理位后，加入渣料(4.5kg/吨钢白灰，2.5kg/吨钢的铝矾土)，待渣

料完全熔化后加入碳素脱氧剂，碳素脱氧剂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碳上限‑钢水中碳含

量‑0.03％)/碳素脱氧剂碳含量；。

[0052] 2)电极升温8分钟，吹氩量：300L/min。

[0053] 3)升温后首批硅铁的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硅上限‑钢水中硅含量)/硅铁硅含

量。

[0054] 4)及时粘取渣样，当渣样变色且呈浅绿色或透明玻璃渣，方可取过程样，根据过程

样终调成分。

[0055] 5)钢水合金化后喂入1m/吨钢的硅钙线，净吹氩3分钟上机。

[0056] 实施例三

[0057] 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该中高碳钢的碳含量上限的质量百分比为

0.60％，包括以下步骤：

[0058] 1、炼钢工序

[0059] 1)铁水进行脱硫，脱硫后铁水中S为0.017％；

[0060] 2)转炉终点碳含量为0.40％；

[0061] 3)转炉不加硅系脱氧剂；钢水罐净空为600mm；

[0062] 2、精炼工序

[0063] 1)钢水进LF炉处理位后，加入渣料(4.7kg/吨钢白灰，2.3kg/吨钢的铝矾土)，待渣

料完全熔化后加入碳素脱氧剂，碳素脱氧剂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碳上限‑钢水中碳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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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0.03％)/碳素脱氧剂碳含量；。

[0064] 2)电极升温10分钟，吹氩量：260L/min。

[0065] 3)升温后首批硅铁的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硅上限‑钢水中硅含量)/硅铁硅含

量。

[0066] 4)及时粘取渣样，当渣样变色且呈浅绿色或透明玻璃渣，方可取过程样，根据过程

样终调成分。

[0067] 5)钢水合金化后喂入1m/吨钢的硅钙线，净吹氩3分钟上机。

[0068] 实施例四

[0069] 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该中高碳钢的碳含量上限的质量百分比为

0.75％，包括以下步骤：

[0070] 1、炼钢工序

[0071] 1)铁水进行脱硫，脱硫后铁水中S为0.019％；

[0072] 2)转炉终点碳含量为0.50％；

[0073] 3)转炉不加硅系脱氧剂；钢水罐净空为500mm；

[0074] 2、精炼工序

[0075] 1)钢水进LF炉处理位后，加入渣料(5kg/吨钢白灰，2.5kg/吨钢的铝矾土)，待渣料

完全熔化后加入碳素脱氧剂，碳素脱氧剂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碳上限‑钢水中碳含量‑

0.03％)/碳素脱氧剂碳含量；。

[0076] 2)电极升温9分钟，吹氩量：280L/min。

[0077] 3)升温后首批硅铁的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硅上限‑钢水中硅含量)/硅铁硅含

量。

[0078] 4)及时粘取渣样，当渣样变色且呈浅绿色或透明玻璃渣，方可取过程样，根据过程

样终调成分。

[0079] 5)钢水合金化后喂入1m/吨钢的硅钙线，净吹氩3分钟上机。

[0080] 实施例五

[0081] 一种无铝中高碳钢的生产方法，该中高碳钢的碳含量上限的质量百分比为

0.85％，包括以下步骤：

[0082] 1、炼钢工序

[0083] 1)铁水进行脱硫，脱硫后铁水中S为0.016％；

[0084] 2)转炉终点碳含量为0.60％；

[0085] 3)转炉不加硅系脱氧剂；钢水罐净空为550mm；

[0086] 2、精炼工序

[0087] 1)钢水进LF炉处理位后，加入渣料(4.9kg/吨钢白灰，2.2kg/吨钢的铝矾土)，待渣

料完全熔化后加入碳素脱氧剂，碳素脱氧剂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碳上限‑钢水中碳含

量‑0.03％)/碳素脱氧剂碳含量；。

[0088] 2)电极升温7分钟，吹氩量：270L/min。

[0089] 3)升温后首批硅铁的加入量为钢水量×(成品硅上限‑钢水中硅含量)/硅铁硅含

量。

[0090] 4)及时粘取渣样，当渣样变色且呈浅绿色或透明玻璃渣，方可取过程样，根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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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终调成分。

[0091] 5)钢水合金化后喂入1.6m/吨钢的硅钙线，净吹氩3分钟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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