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385146.1

(22)申请日 2019.12.28

(71)申请人 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

地址 61503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

市经久工业园区

(72)发明人 王军　陈娜　周海龙　卓钧　

黄汝铿　谢林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7

代理人 万双艳

(51)Int.Cl.

B65G 69/04(2006.01)

B65G 47/44(2006.01)

B65G 11/00(2006.01)

C21C 7/10(2006.01)

C21C 7/07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及其加料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的加料

装置，包括上料皮带机、旋转布料器和钢包渣料

下料溜管，上料皮带机用于承接调渣改质渣料，

旋转布料器的进料口设置于上料皮带机的末端

下方，以承接上料皮带机末端下落的调渣改质渣

料，钢包渣料下料溜管的顶端设置于旋转布料器

的出料口下方以承接旋转布料器出料口的调渣

改质渣料，钢包渣料下料溜管的底端设置于真空

循环脱气炉的处理位钢包侧上方，用于向位于处

理位钢包渣面加入调渣改质渣料。应用该真空循

环脱气炉的加料装置，实现了调渣改质渣料的自

动加入，无需人工投料作业，进而降低了岗位作

业人员劳动强度，减少了钢水工序停留时间。且

采用该加料装置投料时刻及投料量可以有效追

溯，便于质量改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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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料皮带机、旋转布料器和钢包

渣料下料溜管，所述上料皮带机用于承接调渣改质渣料，所述旋转布料器的进料口设置于

所述上料皮带机的末端下方，以承接所述上料皮带机末端下落的所述调渣改质渣料，所述

钢包渣料下料溜管的顶端设置于所述旋转布料器的出料口下方以承接所述旋转布料器出

料口的所述调渣改质渣料，所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的底端设置于所述真空循环脱气炉的处

理位钢包侧上端，用于向位于处理位钢包渣面加入所述调渣改质渣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为碳素钢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为直径在190-

300mm范围内的圆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的顶端具有呈

喇叭状的受料口，所述受料口设置于所述旋转布料器的出料口的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具有呈斜坡状

的出料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若干真空仓，所述真空仓的进

料口位于所述旋转布料器的出料口下方以承接所述旋转布料器出料口的物料，所述真空仓

的出料口通过真空室下料溜管连通至所述真空室的进料口。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存储有所述调渣改质

渣料的高位料仓，所述高位料仓具有称重装置，还包括与所述高位料仓和所述称重装置分

别电连接的控制器，所述控制器用于根据所述称重装置反馈的重量信号控制所述高位料仓

卸料。

8.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加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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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及其加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炼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及其加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为提高钢材的表面质量，以满足和适应各类高级别用钢需求，要求钢中的夹杂物

含量越低越好。如为提高汽车用板材类为代表的高级别钢材的冲压能力、超深冲性能和表

面质量，制造出复杂的零部件，需要钢中脱氧产物(夹杂)越低越好。

[0003] 为了提高钢水洁净度，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在真空循环脱气炉(RH精炼炉)钢水处

理结束后钢水离站前，向钢包(钢水包)内表面钢渣加入调渣剂对钢渣进行调渣改质，其目

的有二：其一是利用加入渣料中含有的铝粒(粉)与渣中氧(FeO)反应以降低钢包渣中FeO含

量，降低钢中Als烧损，减少Als烧损形成的夹杂物进入钢水中；其二是利用加入渣料中含有

的石灰(CaO)铺展至渣面，吸附钢水中不断夹杂上浮至钢渣界面的夹杂物，降低钢水中夹杂

物含量，提高钢水洁净度，提升钢材质量控制。

[0004] 现有技术中常规的加料方式为人工投料，即钢水处理结束后将钢包车开至喂丝工

位，进行人工投料作业。采用人工投料，一方面增加了岗位作业人员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增

加了钢水工序停留时间。且人工投料方式作业投料时刻及投料量等无法进行有效追溯，对

质量改进控制不利。

[0005] 综上所述，如何有效地解决调渣改质采用人工投料造成劳动强度大、投料精度难

以保证等问题，是目前本领域技术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及其加料装置，该真空循

环脱气炉及其加料装置的结构设计可以有效地解决调渣改质采用人工投料造成劳动强度

大、投料精度难以保证的问题。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的加料装置，包括上料皮带机、旋转布料器和钢包渣料下料

溜管，所述上料皮带机用于承接调渣改质渣料，所述旋转布料器的进料口设置于所述上料

皮带机的末端下方，以承接所述上料皮带机末端下落的所述调渣改质渣料，所述钢包渣料

下料溜管的顶端设置于所述旋转布料器的出料口下方以承接所述旋转布料器出料口的所

述调渣改质渣料，所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的底端设置于所述真空循环脱气炉的处理位上

端，用于向位于处理位钢包渣面加入所述调渣改质渣料。

[0009] 优选地，上述加料装置中，所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为碳素钢管。

[0010] 优选地，上述加料装置中，所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为直径在190-300mm范围内的圆

管。

[0011] 优选地，上述加料装置中，所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的顶端具有呈喇叭状的受料口，

所述受料口设置于所述旋转布料器的出料口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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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地，上述加料装置中，所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具有呈斜坡状的出料口。

[0013] 优选地，上述加料装置中，还包括若干真空仓，所述真空仓的进料口位于所述旋转

布料器的出料口下方以承接所述旋转布料器出料口的物料，所述真空仓的出料口通过真空

室下料溜管连通至所述真空室的进料口。

[0014] 优选地，上述加料装置中，还包括存储有所述调渣改质渣料的高位料仓，所述高位

料仓具有称重装置，还包括与所述高位料仓和所述称重装置分别电连接的控制器，所述控

制器用于根据所述称重装置反馈的重量信号控制所述高位料仓卸料。

[0015] 本发明提供的真空循环脱气炉的加料装置包括上料皮带机、旋转布料器和钢包渣

料下料溜管。其中，上料皮带机用于承接调渣改质渣料，旋转布料器的进料口设置于上料皮

带机的末端下方，以承接上料皮带机末端下落的调渣改质渣料，钢包渣料下料溜管的顶端

设置于旋转布料器的出料口下方以承接旋转布料器出料口的调渣改质渣料，钢包渣料下料

溜管的底端设置于真空循环脱气炉的处理位上端，用于向位于处理位钢包渣面加入调渣改

质渣料。

[0016] 应用本发明提供的真空循环脱气炉的加料装置，使用高位钢包渣料下料溜管，调

渣改质渣料经由上料皮带机、旋转布料器落入钢包渣料下料溜管内，再沿钢包渣料下料溜

管直接下落至真空循环脱气炉处理位的钢包内，即向渣面加入调渣改质渣料。采用上述结

构实现调渣改质渣料的自动加入，无需人工投料作业，进而降低了岗位作业人员劳动强度，

减少了钢水工序停留时间。且采用该加料装置投料时刻及投料量可以有效追溯，进而便于

质量改进控制。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该真空循环脱气炉包括上述任一种加料装

置。由于上述的加料装置具有上述技术效果，具有该加料装置的真空循环脱气炉也应具有

相应的技术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个具体实施例的真空循环脱气炉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中标记如下：

[0021] 上料皮带机1，旋转布料器2，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真空仓4，真空室下料溜管5，真

空循环脱气炉6，钢包7，钢包车8。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及其加料装置，实现机械化、自动化远

程投料，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提升了投料精度。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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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请参阅图1，图1为本发明一个具体实施例的真空循环脱气炉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本发明提供的真空循环脱气炉的加料装置包括上料皮带机

1、旋转布料器2和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

[0026] 其中，上料皮带机1用于承接调渣改质渣料，具体的上料皮带机1可以承接存储有

调渣改质渣料的储料仓出料口的落料。上料皮带机1对调渣改质渣料进行输送，具体上料皮

带机1的结构及工作原理等可参考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上料皮带机1的长度及设置方

向等根据旋转布料器2的位置相应设置，此处不做具体限定。

[0027] 旋转布料器2的进料口设置于上料皮带机1的末端下方，以承接上料皮带机1末端

下落的调渣改质渣料。旋转布料器2具有进料口和与进料口连通的布料单元，布料单元的底

端为出料口，且布料单元能够在旋转驱动装置的驱动下旋转。调渣改质渣料经由上料皮带

机1下落至旋转布料器2的进料口内，旋转驱动装置带动布料单元旋转，以使布料单元的出

料口与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配合，将调渣改质渣料投入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通过旋转布料

器2的设置，一方面可以调节布料方向，便于上料皮带及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的布置。且通过

旋转布料器2使得布料更为均匀。

[0028] 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的顶端设置于旋转布料器2的出料口下方以承接旋转布料器2

出料口的调渣改质渣料，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的底端设置于真空循环脱气炉6的处理位上

端，用于向位于处理位钢包7渣面加入调渣改质渣料。真空循环脱气炉6的处理位，指放置钢

包7的位置，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的底端位于其上方，以将调渣改质渣料投入至钢包7渣面。

具体的，下料溜管整段布置尽可能采取垂直走向布置，以使调渣改质渣料在钢包渣料下料

溜管3内更好的下落。具体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的长度、宽度等根据旋转布料器2的位置与真

空循环脱气炉6的处理位的位置相应设置，此处不做具体限定。

[0029] 应用本发明提供的真空循环脱气炉的加料装置，使用高位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调

渣改质渣料经由上料皮带机1、旋转布料器2落入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内，再沿钢包渣料下料

溜管3直接下落至真空循环脱气炉6处理位的钢包7内，即向渣面加入调渣改质渣料。采用上

述结构实现调渣改质渣料的自动加入，无需人工投料作业，进而降低了岗位作业人员劳动

强度，减少了钢水工序停留时间。且采用该加料装置投料时刻及投料量可以有效追溯，进而

便于质量改进控制。

[0030] 具体的，钢包下料溜管3为碳素钢管。碳素钢成本较低，且具有优良的工艺性能。根

据需要，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也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其他常规的性能满足需求的材料制备。

[0031] 进一步地，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为直径在190-300mm范围内的圆管。采用圆管设计，

管内无棱角，不易造成调渣改质渣料的堆积，进而提高了投料精度，有利于钢材质量控制。

具体的，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的直径可以为300mm。其长度具体可以为16m。

[0032] 为了更好的承接旋转布料器2出料口的落料，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的顶端具有呈喇

叭状的受料口，受料口设置于旋转布料器2的出料口的下方。则旋转布料器2转动至出料口

与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的受料口正对时，调渣改质渣料在重力作用下自动下落至钢包渣料

下料溜管3内。受料口的喇叭状开口大小应不小于旋转布料器2的出料口大小，优选大于旋

转布料器2的出料口大小，从而调渣改质渣料能够更好的进入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避免落

入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旁侧，影响投料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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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在一实施例中，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具有呈斜坡状的出料口。优选的，钢包渣料下

料溜管3的顶端具有喇叭状的受料口，底端为呈斜坡状的出料口。出料口呈斜坡状，则调渣

改质渣料由出料口下落时，斜坡能够起到导向作用，以保证调渣改质渣料更好的投入至钢

包7渣面。

[0034] 在上述各实施中，还包括若干真空仓4，真空仓4的进料口位于旋转布料器2的出料

口下方以承接旋转布料器2出料口的物料，真空仓4的出料口通过真空室下料溜管5连通至

真空室的进料口。具体真空仓4的数量可根据需要设置，此处不做具体限定。通过旋转布料

器2旋转至与对应的真空仓4进料口正对，则可将经由上料皮带机1输送的对应物料投入真

空仓4内。真空仓4再根据需要将其内的物料经真空室下料溜管5投入真空室内。

[0035] 在上述各实施例的基础上，还包括存储有调渣改质渣料的高位料仓，高位料仓具

有称重装置，还包括与高位料仓和称重装置分别电连接的控制器，控制器用于根据称重装

置反馈的重量信号控制高位料仓卸料。钢水处理结束后，钢包7调渣改质渣料经高位料仓振

料称量，控制器根据称重装置反馈的重量信号自动控制高位料仓卸料，卸料经皮带机运输，

然后通过钢包下料溜管3溜料迅速加至钢包7渣面，有效促进渣料熔化并迅速与钢渣进行反

应。

[0036] 或者，上料皮带机1也可以为称重皮带机，还包括与称重皮带机和旋转布料器2分

别电连接的控制器，控制器用于根据称重皮带机反馈的重量信号控制称重皮带机的启停。

也就是称重皮带机可以称取其上物料的重量，则控制器可以根据称重皮带机反馈的物料重

量，自动控制称重皮带机的启停，进而控制加入至旋转布料器2的物料重量，也就是实现自

动投料。因而可以实现远程自动向钢包7渣面加入拟需加入量的调渣改质渣料。根据需要，

控制台也可以设置用于控制称重皮带机启停的开启案件和停止案件，则操作人员可以远程

更具称重皮带机反馈的重量手动控制称重皮带机的停止及启动，以实现远程手动操作模式

向钢包7渣面加入拟需加入量的调渣改质渣料。

[0037] 以下分别以两个具体实施例说明本方案。

[0038] 实施例1

[0039] RH精炼炉处理低碳铝系列微碳钢，RH到站钢水温度1610～1630℃，[C]％：0.02％

～0.05％，钢包7渣面渣量约500～1000kg，渣中FeO％含量15～18％，经RH炉处理后，钢水成

份、温度均符合后工序连铸浇铸要求。

[0040] RH处理位使用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钢水处理结束后通过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及时

向钢包7渣面加入钢种拟需加入量渣料。低碳铝系列微碳钢种，RH处理结束钢水温度1590

℃，钢包7渣面渣量约500～1000kg，渣中FeO％含量15～18％，Als烧损60～120ppm。使用该

发明，钢水处理结束后，钢包7调渣改质渣料经高位料仓振料称量，皮带机运输，然后通过钢

包渣料下料溜管3溜料迅速加至钢包7渣面，有效促进渣料熔化并迅速与钢渣进行反应，降

低渣中FeO含量，渣中FeO％含量可降低至10～12％，Als烧损60～80ppm。吸附夹杂，降低钢

水中夹杂物含量，提高钢种洁净度。具体控制情况，钢水处理结束后，钢包7下降至真空室插

入管下沿离开钢包7渣面约200～300mm时，此时通过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向钢包7渣面加入

约200kg高铝调渣剂。

[0041] 实施例2

[0042] 某炼钢厂RH精炼炉处理IF类系列超低碳钢，RH到站钢水温度1630～1650℃，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1410062 A

6



[C]％：0.02％～0.05％，钢包7渣面渣量约500～1000kg，渣中FeO％含量15～18％，经RH炉

处理后，钢水成份、温度均符合后工序连铸浇铸要求。

[0043] RH处理位使用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钢水处理结束后通过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及时

向钢包7渣面加入钢种拟需加入量渣料。IF类超低碳系列钢种，RH处理结束钢水温度1590～

1600℃，钢包7渣面渣量约500～1000kg，渣中FeO％含量15～18％，Als烧损60～120ppm。使

用该发明，钢水处理结束后，钢包7调渣改质渣料经高位料仓振料称量，皮带机运输，然后通

过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溜料迅速加至钢包7渣面，有效促进渣料熔化并迅速与钢渣进行反

应，降低渣中FeO含量，渣中FeO％含量可降低至10～12％，Als烧损60～80ppm。吸附夹杂，降

低钢水中夹杂物含量，提高钢种洁净度。具体控制情况，钢水处理结束后，钢包7下降至真空

室插入管下沿离开钢包7渣面约200～300mm时，此时通过钢包渣料下料溜管3向钢包7渣面

加入约400kg高铝调渣剂。

[0044] 基于上述实施例中提供的加料装置，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真空循环脱气炉，该真

空循环脱气炉包括上述实施例中任意一种加料装置。由于该真空循环脱气炉采用了上述实

施例中的加料装置，所以该真空循环脱气炉的有益效果请参考上述实施例。

[0045]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046]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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