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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底吹熔炼炉强化熔炼及改善熔体喷溅

的方法，属于底吹熔炼炉技术领域。该方法包括：

错流喷吹；错峰喷吹；错流喷吹和错峰喷吹两者

结合使用。错流喷吹是保证每组相邻喷枪喷吹强

度相同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喷枪位置，使相邻两

股喷吹气流状态产生差异，达到缓解气流叠加、

抑制喷溅、强化喷吹的目的；错峰喷吹是保证每

组相邻喷枪位置相同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喷吹强

度，使相邻两股喷吹气流状态产生差异，达到缓

解气流叠加、抑制喷溅、强化喷吹的目的。采用本

方法，可以使底吹炉内熔体搅动更加均匀，促进

炉料反应完全，避免底吹熔炼产出的炉渣夹带金

属和生料，改善熔体表面层的喷溅，以及减弱靠

近喷枪的壁面所受冲刷应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进

而可以提高底吹熔炼炉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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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底吹熔炼炉强化熔炼及改善熔体喷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错流喷吹、错峰

喷吹或者两者结合使用，强化底吹熔炼炉熔炼效果以及改善熔体表面层的喷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底吹熔炼炉强化熔炼、改善熔体喷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错流喷吹是保证每组相邻喷枪喷吹强度相同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喷枪位置，使相邻两股喷

吹气流状态产生差异，达到缓解气流叠加、抑制喷溅、强化喷吹的目的；所述枪喷吹强度包

括喷气量、气体流速、喷气压力；所述喷枪位置包括喷枪角度、喷枪高度、喷枪间距。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底吹熔炼炉强化熔炼及改善熔体喷溅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错流喷吹的实现方式有以下三种：

(1)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不变和喷枪直

径不变，且每只喷枪的风压或供风量相等；采用一组风机为两组喷枪供风，改变奇数编号喷

枪和偶数编号喷枪的轴向间距，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喷入熔体的气流距离增大，气流叠加

效果变弱，产生“错流喷吹”效果，相邻喷枪的轴向间距与原间距比值在1.1～1.6之间；

(2)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不变和喷枪直

径不变，且每只喷枪的风压或供风量相等；采用一组风机为两组喷枪供风，改变奇数编号喷

枪和偶数编号喷枪安置的径向角度或水平高度，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喷入熔体的气流在不

同水平位置喷射，气流叠加变弱，产生“错流喷吹”效果，相邻喷枪的径向角度或水平高度与

原角度或水平高度的比值在1.1～2之间；

(3)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不变和喷枪直

径不变，且每只喷枪的风压或供风量相等；采用一组风机为两组喷枪供风，改变奇数编号喷

枪和偶数编号喷枪安置的轴向角度，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喷入熔体的气流成一定角度喷

射，气流叠加效果变弱，产生“错流喷吹”效果，相邻喷枪的轴向角度在1～20°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底吹熔炼炉强化熔炼及改善熔体喷溅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错峰喷吹是保证每组相邻喷枪位置相同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喷吹强度，使相邻两股喷吹

气流状态产生差异，达到缓解气流叠加、抑制喷溅、强化喷吹的目的；所述喷枪位置包括喷

吹角度、喷枪高度、喷枪间距；所述喷吹强度包括喷气量、气体流速、喷气压力。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强化底吹熔炼炉熔炼效果改善熔体喷溅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错峰喷吹的实现方式有以下三种：

(1)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和喷枪直径不

变，采用两组风机，分别为两组喷枪供风，一组为奇数编号喷枪供风，一组为偶数编号喷枪

供风，通过调整每组风机的风量配比，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以不同的气流强度喷入熔体，产

生“错峰喷吹”效果，每组风机的风量配比在0.5～2之间；

(2)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和喷枪直径不

变，采用两组风机，分别为两组喷枪供风，一组为奇数编号喷枪供风，一组为偶数编号喷枪

供风，通过控制喷枪出口的端压配比，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以不同的气流强度喷入熔体，产

生“错峰喷吹”效果，每组喷枪的端压配比在0.5～2之间；

(3)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采用一组风机为两组喷枪供

风，保证总供风量、总喷吹面积和每支喷枪出口端压相同，通过改变奇偶两组喷枪的直径配

比，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以不同的气流强度喷入熔体，产生“错峰喷吹”效果，两组喷枪的喷

枪出口面积配比在0.5～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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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底吹熔炼炉强化熔炼及改善熔体喷溅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以某铜底吹炉为例，在炉体一侧靠近炉底处有14组对心同侧喷枪，每两支喷枪为一组，共

28支喷枪，相邻两组喷枪交错排布；将14组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按顺序编号，7个奇数组喷

枪角度可调节范围为6～12°，7个偶数组喷枪角度可调节范围为21～27°；每组的两支喷枪

距离380～610mm，相邻两组喷枪间距1150mm，喷枪横截面整体为圆形，由很多小风口组成，

喷枪横截面直径为50～90mm，炉膛纵向截面是圆形，喷枪垂直于炉体壁面，气流从喷枪出口

垂直吹入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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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化底吹熔炼炉熔炼效果及改善熔体喷溅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底吹熔炼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强化底吹熔炼炉熔炼效果及改善熔

体喷溅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底吹炉熔炼技术最初应用于转炉炼钢，用于将铁水中的硫、磷、硅等杂质脱除以及

控制碳含量，在全世界钢铁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鉴于富氧底吹熔炼技术在炼钢中的成

功应用以及诸多优点，后来在炼铅、炼铜等领域也逐渐得到了广泛应用，具有对原料适应性

强、高效、节能、环保等特点。

[0003] 现有的部分铜底吹炉及底吹熔炼操作工艺，存在喷枪排布不合理、喷吹操作参数

欠缺优化等问题，导致了熔炼过程中的搅拌不均匀。局部搅拌过于剧烈导致渣中机械夹带

的冰铜量过多、熔体表面层喷溅严重、炉衬受侵蚀等现象，局部欠缺搅拌导致铜矿反应不完

全或来不及参与反应，致使炉渣夹带生料和未反应完全的铜铁相。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某大型底吹熔炼炉存在的气体喷吹搅拌不均匀、喷溅严重，熔炼效率低、

金属损失率大等问题，通过提出不同的喷枪排布，优化工艺参数和设备参数，达到提高熔炼

效率、抑制喷溅、减少金属在渣中的循环、提高底吹炉生产能力的目的。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底吹熔炼炉强化熔炼及改善熔体喷溅的方法，通过错流喷吹或错峰喷吹或者

两者结合使用，强化底吹炉熔炼并改善表面熔体喷溅。

[0007] 本发明中的错流喷吹是保证每组相邻喷枪喷吹强度(包括喷气量、气体流速、喷气

压力)相同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喷枪位置(包括喷枪角度、喷枪高度、喷枪间距等)，使相邻两

股喷吹气流状态产生差异，达到缓解气流叠加、抑制喷溅、强化喷吹的目的。

[0008] 进一步的，本发明中的错流喷吹的实现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0009] (1)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不变和喷

枪直径不变，且每只喷枪的风压或供风量相等。采用一组风机为两组喷枪供风，改变奇数编

号喷枪和偶数编号喷枪的轴向间距，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喷入熔体的气流距离增大，气流

叠加效果变弱，产生“错流喷吹”效果，相邻喷枪的轴向间距与原间距比值在1.1～1.6之间。

[0010] (2)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不变和喷

枪直径不变，且每只喷枪的风压或供风量相等。采用一组风机为两组喷枪供风，改变奇数编

号喷枪和偶数编号喷枪安置的径向角度或水平高度，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喷入熔体的气流

在不同水平位置喷射，气流叠加效果变弱，产生“错流喷吹”效果，相邻喷枪的径向角度或水

平高度与原角度或水平高度的比值在1.1～2之间。

[0011] (3)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不变和喷

枪直径不变，且每只喷枪的风压或供风量相等。采用一组风机为两组喷枪供风，改变奇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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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喷枪和偶数编号喷枪安置的轴向角度，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喷入熔体的气流成一定角度

喷射，气流叠加效果变弱，产生“错流喷吹”效果，相邻喷枪的轴向角度在1～20°之间。

[0012] 本发明中的错峰喷吹是保证每组相邻喷枪位置(喷吹角度、喷枪高度、喷枪间距)

相同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喷吹强度(包括喷气量、气体流速、喷气压力)，使相邻两股喷吹气

流状态产生差异，达到缓解气流叠加、抑制喷溅、强化喷吹的目的。

[0013] 进一步的，本发明中的错峰喷吹的实现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0014] (1)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和喷枪直

径不变，采用两组风机，分别为两组喷枪供风，一组为奇数编号喷枪供风，一组为偶数编号

喷枪供风，通过调整每组风机的风量配比，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以不同的气流强度喷入熔

体，产生“错峰喷吹”效果，每组风机的风量配比在0.5～2之间。

[0015] (2)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和喷枪直

径不变，采用两组风机，分别为两组喷枪供风，一组为奇数编号喷枪供风，一组为偶数编号

喷枪供风，通过控制喷枪出口的端压配比，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以不同的气流强度喷入熔

体，产生“错峰喷吹”效果，每组喷枪的端压配比在0.5～2之间。

[0016] (3)把底吹炉所有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采用一组风机为两组喷

枪供风，保证总供风量、总喷吹面积和每支喷枪出口端压相同，通过改变奇偶两组喷枪的直

径配比，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以不同的气流强度喷入熔体，产生“错峰喷吹”效果，两组喷枪

的喷枪出口面积配比在0.5～2之间。

[0017] 采用本方法，可以使底吹炉内熔体搅动更加均匀,促进炉料反应完全，避免底吹熔

炼产出的炉渣夹带金属和生料，改善熔体表面层的喷溅，以及减弱靠近喷枪的壁面所受冲

刷应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进而可以提高底吹熔炼炉的产能。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对附图做简要介绍。

[0019] 图1为原有工况下的底吹熔炼炉正视图。

[0020] 标号说明：1-排烟口，2-炉体，3-喷枪。

[0021] 图2为原有工况下的底吹熔炼炉侧视图。

[0022] 标号说明：3.1-小角度喷枪(6～12°)，3.2-大角度喷枪(21～27°)。

[0023] 图3为改变喷枪轴向间距的底吹熔炼炉正视图。

[0024] 图4为改变喷枪安置的径向角度或水平高度的底吹熔炼炉正视图。

[0025] 图5为改变喷枪安置轴向角度的底吹熔炼炉正视图。

[0026] 图6为改变喷枪风量配比的底吹熔炼炉正视图。

[0027] 图7为改变喷枪出口端压配比的底吹熔炼炉正视图。

[0028] 图8为改变喷枪直径配比的底吹熔炼炉正视图。

[0029] 图9为实施例1的渣相分布对比图。

[0030] 图10为实施例2的渣相分布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针对现有大型对心同侧双喷枪交替排布底吹熔炼炉，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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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32] 实施例1(错流喷吹)：

[0033] 以错流喷吹的一种实现方式为例(本例为改变喷枪轴向间距)，把底吹炉所有喷枪

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保证总供风量不变和喷枪直径不变，且每只喷枪的风压

或供风量相等。采用一组风机为两组喷枪供风，改变奇数编号喷枪和偶数编号喷枪的轴向

间距，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喷入熔体的气流距离增大，气流叠加效果变弱，产生“错流喷吹”

效果，原间距为380mm，本例调整间距为610mm。

[0034] 通过数值模拟求解两种工况下炉内的流场，取搅拌区的熔体做分析，熔体的平均

速度表征熔体的整体搅拌强度，熔体的速度标准差表征熔体的整体搅拌均匀性，调整间距

后熔体平均速度得到了提升，速度标准差下降，说明搅拌强度和搅拌均匀性得到了改善，做

一条直线穿过渣层中央，对比此直线上搅拌区的渣相分布图，调整间距后渣相混合程度更

好，渣相分布更均匀，也证实搅拌均匀性得到了提升。

[0035] 实施例2(错峰喷吹)：

[0036] 以错峰喷吹的一种实现方式为例(本例为改变喷枪直径配比),把底吹炉所有喷枪

从靠近排烟口侧开始按顺序编号，采用一组风机为两组喷枪供风，保证总供风量、总喷吹面

积和每支喷枪出口端压相同，通过改变奇偶两组喷枪的直径配比，使每相邻的两支喷枪以

不同的气流强度喷入熔体，产生“错峰喷吹”效果，原工况下面积配比为1:1，现调整为1.2:

0.8，直径配比为1.095：0.894。

[0037] 通过数值模拟求解两种工况下炉内的流场，取搅拌区的熔体做分析，熔体的平均

速度表征熔体的整体搅拌强度，熔体的速度标准差表征熔体的整体搅拌均匀性，调整熔体

面积配比后熔体平均速度得到了提升，速度标准差下降，说明搅拌强度和搅拌均匀性得到

了改善。做一条直线穿过渣层中央，对比此直线上搅拌区的渣相分布图，调整间距后渣相混

合程度更好，渣相分布更均匀，也证实搅拌均匀性得到了提升。

[0038] 实施例3：

[0039] 以某铜底吹炉为例，在炉体一侧靠近炉底处有14组对心同侧喷枪，每两支喷枪为

一组，共28支喷枪，相邻两组喷枪交错排布。将14组喷枪从靠近排烟口侧按顺序编号，7个奇

数组喷枪角度可调节范围为6～12°，7个偶数组喷枪角度可调节范围为21～27°。每组的两

支喷枪距离380～610mm，相邻两组喷枪间距1150mm，喷枪横截面整体为圆形，由很多小风口

组成，喷枪横截面直径为50～90mm，炉膛纵向截面是圆形，喷枪垂直于炉体壁面，气流从喷

枪出口垂直吹入炉内。底吹熔炼炉简易示意图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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