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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

低磷铬钼钢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电炉初炼和炉

外精炼工序；所述电炉初炼工序，将冶炼结束后

的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包中，出钢过程及出钢后

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所述炉外精炼工序，将上

炉炉外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钢

钢水中，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6‑10㎏/t钢水。本

发明初炼结束后，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

脱氧物料，仅通过加入脱磷渣炉外精炼脱磷，得

到超低磷铬钼钢钢水，钢水中P≤10ppm；方法具

有成本低廉，不影响钢板探伤及力学性能等优

点，在得到超低磷铬钼钢钢水的基础上，既降低

生产成本又保护生态环境，具有多重优点，创造

性较强，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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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电炉初

炼和炉外精炼工序；所述炉外精炼工序，将上炉炉外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

钢钢水中，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6‑10㎏/t钢水，所述方法得到钢水中P≤10pp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炉初炼工序，初炼结束后钢水P：50‑70ppm，将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包中，出钢过程及

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炉初炼工序，出钢钢水温度1620‑16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炉外精炼工序，炉外脱磷渣化学成分组成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CaO：50‑56%，Al2O3：25‑

28%，SiO2：16‑2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炉外精炼工序，加入的炉外脱磷渣温度为1630‑165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炉外精炼工序，精炼温度1620‑1670℃，精炼时间30‑45min。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适用于含Cr：0.87‑3.00%、Mo：0.45‑1.05%的铬钼钢。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冶炼后的超低磷铬钼钢钢水制成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

级、探伤合格率98.50‑98.96%，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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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冶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目前钢铁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及用户对低P高洁净铬钼钢的迫切需求，某些电

炉+LF+VD的短流程钢厂，没有铁水预处理设施，电炉配加70%左右的铁水或生铁，仅仅依靠

电炉冶炼超低P钢，技术难度大、成本高，电炉出钢P元素含量通常达不到冶炼超低磷铬钼钢

的预期目标或要求，往往需要增加精炼二次脱磷工艺。而二次脱磷过程中需要加入一定量

的石灰造渣，冶炼成本高，有时受石灰质量波动的影响，二次脱磷效果又不理想，白白浪费

了大量的物资成本，给钢厂带来较大的负担。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磷铬钼钢的方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利用炉外脱磷渣冶炼超低

磷铬钼钢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电炉初炼和炉外精炼工序；所述炉外精炼工序，将上炉炉外

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钢钢水中，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6‑10㎏/t钢水。

[0005] 本发明所述电炉初炼工序，初炼结束后钢水P：50‑70ppm，将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

包中，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

[0006] 本发明所述电炉初炼工序，出钢钢水温度1620‑1660℃。

[0007] 本发明所述炉外精炼工序，炉外脱磷渣化学成分组成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CaO：

50‑56%，Al2O3：25‑28%，SiO2：16‑25%。

[0008] 本发明所述炉外精炼工序，加入的炉外脱磷渣温度为1630‑1650℃。

[0009] 本发明所述炉外精炼工序，精炼温度1620‑1670℃，精炼时间30‑45min。

[0010] 本发明所述方法得到钢水中P≤10ppm。

[0011] 本发明所述方法适用于含Cr：0.87‑3.00%、Mo：0.45‑1.05%的铬钼钢。

[0012] 本发明所述方法冶炼后的超低磷铬钼钢钢水制成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级、探伤合格率98.50‑98.96%，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7‑98%。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1、本发明将初炼结束后的钢水出至正

常周转红包中，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仅通过加入脱磷渣的炉外精炼脱

磷工艺，得到超低磷铬钼钢钢水，钢水中P≤10ppm。2、本发明具有成本低廉，不影响钢板探

伤及力学性能等优点，值得推广应用。3、本发明将脱磷渣二次回收利用，在得到超低磷铬钼

钢钢水的基础上，既降低生产成本又保护生态环境，具有多重优点，具有较强的创造性。4、

本发明方法冶炼后的超低磷铬钼钢钢水制成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级、探伤合

格率98.50‑98.96%，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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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5] 实施例1

[0016] 本实施例超低磷铬钼钢10CrMo9‑10的冶炼方法包括电炉初炼和炉外精炼工序，具

体工艺步骤如下所述：

[0017] （1）电炉初炼工序：初炼结束后钢水P：50ppm，将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包中，出钢钢

水温度1625℃，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

[0018] （2）炉外精炼工序：将上炉炉外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钢钢水中，炉

外脱磷渣温度为1645℃，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6㎏/t钢水，精炼温度1650℃，精炼时间

40min，脱磷结束后取样进行分析。

[0019] 本实施例炉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0CrMo9‑10钢水中P：10ppm；使用本实施例炉

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0CrMo9‑10钢水制成的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级、探伤

合格率98.50%，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7%。

[0020] 实施例2

[0021] 本实施例超低磷铬钼钢SA387Gr22CL2的冶炼方法包括电炉初炼和炉外精炼工序，

具体工艺步骤如下所述：

[0022] （1）电炉初炼工序：初炼结束后钢水P：53ppm，将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包中，出钢钢

水温度1635℃，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

[0023] （2）炉外精炼工序：将上炉炉外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钢钢水中，炉

外脱磷渣温度为1632℃，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6.5㎏/t钢水，精炼温度1640℃，精炼时间

35min，脱磷结束后取样进行分析。

[0024] 本实施例炉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SA387Gr22CL2钢水中P：9ppm；使用本实施例炉

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SA387Gr22CL2钢水制成的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级、探

伤合格率98.59%，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7.4%。

[0025] 实施例3

[0026] 本实施例超低磷铬钼钢1.25Cr‑0.5Mo的冶炼方法包括电炉初炼和炉外精炼工序，

具体工艺步骤如下所述：

[0027] （1）电炉初炼工序：初炼结束后钢水P：58ppm，将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包中，出钢钢

水温度1655℃，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

[0028] （2）炉外精炼工序：将上炉炉外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钢钢水中，炉

外脱磷渣温度为1640℃，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7㎏/t钢水，精炼温度1630℃，精炼时间

38min，脱磷结束后取样进行分析。

[0029] 本实施例炉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25Cr‑0.5Mo钢水中P：8ppm；使用本实施例炉

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25Cr‑0.5Mo钢水制成的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级、探

伤合格率98.67%，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7.5%。

[0030] 实施例4

[0031] 本实施例超低磷铬钼钢15CrMoR的冶炼方法包括电炉初炼和炉外精炼工序，具体

工艺步骤如下所述：

[0032] （1）电炉初炼工序：初炼结束后钢水P：60ppm，将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包中，出钢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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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度1640℃，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

[0033] （2）炉外精炼工序：将上炉炉外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钢钢水中，炉

外脱磷渣温度为1637℃，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7.5㎏/t钢水，精炼温度1660℃，精炼时间

33min，脱磷结束后取样进行分析。

[0034] 本实施例炉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5CrMoR钢水中P：7ppm；使用本实施例炉外精

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5CrMoR钢水制成的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级、探伤合格率

98.75%，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7.7%。

[0035] 实施例5

[0036] 本实施例超低磷铬钼钢13CrMo4‑5的冶炼方法包括电炉初炼和炉外精炼工序，具

体工艺步骤如下所述：

[0037] （1）电炉初炼工序：初炼结束后钢水P：62ppm，将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包中，出钢钢

水温度1630℃，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

[0038] （2）炉外精炼工序：将上炉炉外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钢钢水中，炉

外脱磷渣温度为1648℃，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8㎏/t钢水，精炼温度1645℃，精炼时间

42min，脱磷结束后取样进行分析。

[0039] 本实施例炉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3CrMo4‑5钢水中P：7ppm；使用本实施例炉外

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3CrMo4‑5钢水制成的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级、探伤合格

率98.86%，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7.8%。

[0040] 实施例6

[0041] 本实施例超低磷铬钼钢14Cr1MoR的冶炼方法包括电炉初炼和炉外精炼工序，具体

工艺步骤如下所述：

[0042] （1）电炉初炼工序：初炼结束后钢水P：66ppm，将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包中，出钢钢

水温度1650℃，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

[0043] （2）炉外精炼工序：将上炉炉外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钢钢水中，炉

外脱磷渣温度为1642℃，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8.5㎏/t钢水，精炼温度1635℃，精炼时间

32min，脱磷结束后取样进行分析。

[0044] 本实施例炉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4Cr1MoR钢水中P：6ppm；使用本实施例炉外精

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4Cr1MoR钢水制成的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级、探伤合格率

98.90%，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7.9%。

[0045] 实施例7

[0046] 本实施例超低磷铬钼钢12Cr2Mo1R的冶炼方法包括电炉初炼和炉外精炼工序，具

体工艺步骤如下所述：

[0047] （1）电炉初炼工序：初炼结束后钢水P：68ppm，将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包中，出钢钢

水温度1660℃，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

[0048] （2）炉外精炼工序：将上炉炉外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钢钢水中，炉

外脱磷渣温度为1630℃，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9㎏/t钢水，精炼温度1670℃，精炼时间

30min，脱磷结束后取样进行分析。

[0049] 本实施例炉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2Cr2Mo1R钢水中P：5ppm；使用本实施例炉外

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12Cr2Mo1R钢水制成的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级、探伤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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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98.95%，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7.85%。

[0050] 实施例8

[0051] 本实施例超低磷铬钼钢3Cr‑1Mo的冶炼方法包括电炉初炼和炉外精炼工序，具体

工艺步骤如下所述：

[0052] （1）电炉初炼工序：初炼结束后钢水P：70ppm，将钢水出至正常周转红包中，出钢钢

水温度1620℃，出钢过程及出钢后不加任何预脱氧物料；

[0053] （2）炉外精炼工序：将上炉炉外精炼脱磷结束后的脱磷渣加入初炼出钢钢水中，炉

外脱磷渣温度为1650℃，炉外脱磷渣加入量为10㎏/t钢水，精炼温度1620℃，精炼时间

45min，脱磷结束后取样进行分析。

[0054] 本实施例炉外精炼后超低磷铬钼钢3Cr‑1Mo钢水中P：8ppm；使用本实施例炉外精

炼后超低磷铬钼钢3Cr‑1Mo钢水制成的钢板探伤合NB/T  47013.3‑2015  I级、探伤合格率

98.96%，钢板力学性能合格率98%。

[0055]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而非限制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尽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可以对本发明进行修改或者等

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任何修改或局部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

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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