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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冶金界同仁、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荣幸应邀参加本次炼铁交流盛会！在此非常感谢主办
方及会务组为本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付出的辛勤努力。

                        姜永龙
                   亚新钢铁集团炼铁总工

                    

       下面由我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FES系统在高炉实际
操作过程中的应用》



序  言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机械化、自动化、

智能化已普及运用到各行各业。自动化、智能化的应用

大大促进了高炉炼铁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一款给高炉

量身定做的“透视镜”应运而生，“FES—高炉炉缸侵

蚀监测系统”，FES 技术是智能化信息时代与高炉炼铁

工艺完美结合的产物。它可以把炉缸炉底等各部位的工

作状态通过数据分析模拟成像的方式展现出来。让高炉

工作者非常直观的观察了解掌握炉内的生产状况。它的

诞生，为高炉安全稳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是当今

高炉炼铁技术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最佳利器！





二、影响高炉寿命的主要因素

1、炉缸死铁层深度的影响

       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2000年后，日本大修或新建的高炉死铁层深度为炉缸
直径的 24.7%-30.0%，截至目前已经安全运行了十几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欧洲部分高炉死铁层深度增加至炉缸直径的 26.5%-27.68%。日本和欧洲部分高
炉生产实践证明，死铁层深度为炉缸直径的 25%-30%之间是有利于延长高炉寿
命的。目前，我国新建的高炉死铁层深度约为炉缸直径的 20%-23%，远低于当
前日本和欧洲高炉炉缸死铁层深度。

2、炉底、炉缸碳砖、陶瓷杯的质量和砌筑质量

        国内外生产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炭砖是现有技术条件下最适合延长高炉
炉缸寿命的砖衬，得到了国内外高炉的广泛应用。目前常用炭砖主要有微孔炭砖、
超微孔炭砖和小块炭砖。

       炉底、炉缸砌筑要严格按照施工要求进行砌筑，保持炭砖完整，缝隙达标
（缝隙＜1mm)，捣打料要捣打密实，碳素胶泥要涂抹均匀；要加强对现场施工
质量的监督和检查。碳砖质量、砌筑质量的差异也是影响高炉寿命的重要因素。

3、高炉操作与维护

①  高炉开炉前的烘炉工作

       高炉开炉投产前，要对高炉进行烘炉。烘炉的目的就是使高炉砖衬、胶泥和
捣打料等水分缓慢蒸发出来，让砖衬缓慢受热预膨胀挤压密实缝隙，让炭捣料升



温到干燥温度具备一定的强度和建立良好的
传热体系。高炉烘炉效果的差异，也是影响
高炉寿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②  高炉操作制度的影响

      高炉操作制度是高炉炼铁的关键技术，科
学合理的操作制度，不但能够保持高炉长期
稳定顺行，取得良好的经济技术指标，还有
利于形成合理的操作炉型，形成稳定的保护
性渣皮，起到护炉的作用。

      一般长期发展边缘的操作制度，炉况稳定
性较差，炉墙渣皮不稳定，风口、冷却壁破
损较多，炉缸侧壁容易受到侵蚀，形成“象脚
状”侵蚀。炉缸中心活跃，炉芯温度高的高炉
侵蚀状一般呈“锅底状”。（如右图所示）

③  高炉冷却制度的影响

       生产实践表明，高炉冷却系统对高炉碳
砖的长寿与否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应提高冷
却强度，控制合理的水温差、有利于稳定炉
缸热量场延长高炉使用寿命。反之冷却强度



较低，水温差较高的情况下，冷却效果大打折扣，高温渣铁将加快对耐材的
侵蚀。不利于高炉长寿。

④  炉前铁口操作与维护，保持较合理的铁口深度和完整的泥包，可减缓渣
铁对铁口区域炉墙的侵蚀，反之，铁口经常断漏、铁口过浅，会导致高温渣
铁加快对铁口区耐材的冲刷侵蚀。

4、炉底、炉缸耐火材料除受高温热震作用外，还受到渣铁的化学侵蚀与机
械冲刷的破坏。

5、 炉料的质量与入炉有害元素的侵蚀

      高炉入炉料的质量和有害元素对高炉寿命有较大的影响，一般焦炭质量
好，炉缸中心工作活跃、炉缸边缘侵蚀较慢，反之，焦炭质量较差。高炉长
期不顺，炉缸中心堆积，炉缸中心死区温度低，边缘环流加剧侵蚀炉缸侧壁
象脚区。

       炉料带入的钾、钠、铅、锌等有害元素在炉内大量富集，造成碳素沉积
和化学反应，使耐火材料组织脆化，降低耐材强度。

       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高炉内耐火材料的侵蚀机理及其所占比例大体为：
碱金属和锌侵蚀占40%；CO、H2O等氧化作用占20%；耐磨损性占10%；
导热性差占10%；热震损坏占15%；其中碱金属和锌对耐材的破坏作用最大。



三、加强高炉炉缸、炉底实时检测和护炉的重要性

1、高炉炼铁被列为工矿企业的高危
行业，尤其是高炉炉缸、炉底被安全
监管部门列入冶金行业重大危险源之
一。一旦发生炉缸、炉底烧穿安全事
故，会严重危及企业人身和财产安全，
造成损失巨大。甚至企业会面临巨额
罚款和停产整顿风险。所以钢铁企业
务必对高炉炉缸、炉底安全进行有效
管控，确保高炉生产安全。

2、采用先进的智能化炉缸炉底侵蚀
分析系统，能够及时反馈并掌握高炉
炉缸、炉底侵蚀的实时状态，可以通
过对高炉操作制度调整、改善原燃料
条件、加钒钛矿护炉等措施对高炉炉
缸炉底进行维护。对高炉生产安全和
延长高炉使用寿命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四、FES系统在高炉操作中的实际应用

       以往我们的电脑画面大多都是显示电
偶温度、流量数据，如右上图：画面非常
抽象、不利于我们高炉操作者及时了解掌
握高炉炉缸、炉底具体的侵蚀状况。
       而今，较先进的智能化专家分析系统
就可以非常直观的分析并通过多维画面模
拟出炉缸、炉底侵蚀状态图像。
       如右下图所示：这是某钢铁公司高炉
安装的FES系统（Blast  furnace hearth 
erode monitor system英文的缩写)全称为：
高炉炉缸侵蚀监测系统。
    FES是以高炉预埋热电偶温度、冷却壁
的冷却水温度、流量为数据基础，通过传
热学、数值模拟、人工智能算法等理论建
立数学模型，实时监测高炉冷却壁的水温
差、热负荷及其变化趋势，并对水温差、
热负荷超标、炉缸侵蚀曲线等异常情况进
行在线诊断和预警。
      

炉缸轴截面温度云图



     FES通过对高炉炉缸、炉底大量的
温度、流量、压力等数据进行实时计
算、分析并模拟出炉缸的热量场分布
状态，可以使高炉操作者直观的分析
判断炉缸、炉底侵蚀状况，对高炉安
全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较高的
实用价值！

        该系统主要功能如下：

1、根据水温差和热流强度的变化情
况，实时监测渣皮的稳定性，间接反
映出炉内气流的分布，为高炉操作提
供准确参数依据，方便及时调剂，减
免因高炉操作者未能及时判断渣皮脱
落而对高炉炉温控制造成影响

2、通过对冷却壁各部位热流强度分
析，可有效指导炉内操作，避免炉腰
等部位结厚情况的发生

炉缸轴截面侵蚀形貌图



3、采用多维冗余算法，结合多种热工
参数（热电偶、热负荷、炉壳温度），
精确诊断炉缸内衬侵蚀状态，判断炉
缸侵蚀的休眠区及活跃区；

4、对炉缸炉底进行三维网格划分、物
理建模和数学建模，建立每个节点的
三维非稳态传热微分控制方程，自动
计算和求解炉缸炉底三维温度场、耐
材侵蚀厚度、渣铁壳厚度以及每个坐
标点的物理坐标、耐材类型、当前温
度、耐材厚度、渣铁壳厚度；

5、耐材导热系数自动调整功能，采用
非定常导热系数，更加符合高炉运行
过程中耐材性能的变化规律；

6、根据高炉工艺特点，设置不同位置
温度监测点的预警标准，并通过图标
颜色、文字提示等方式对各温度监测
点温度单点超标情况进行自动预警；

炉缸整体三维传热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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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诊断的优点：

使定解方程相互耦
合,能识别凹陷侵蚀
和炉角侵蚀,精度高



五、FES助力科学护炉   安全生产又长寿

1、传统护炉存在的弊端

       大多高炉在炉役前期高炉炉型规整，采取强化冶炼的措施，不能及时发现炉

缸、炉底缓慢侵蚀的状况。而忽略了日常对高炉炉型的维护，往往到了高炉炉缸、

炉底温度升高异常才引起重视。开始采取降低冶强、堵风口、提高炉温加钒钛矿

护炉、提高冷却强度等护炉措施。护炉期间，往往因炉温高、冶强低、钛负荷高

等因素引起炉况波动，不仅完全打乱了高炉生产秩序，往往效果并不理想。炉役

已经到了末期，错过了最佳的护炉时机。

2、常态化护炉理念的提出和生产实践   
       2017年，炼铁领域践行者团队提出常态化科学护炉的先进理念，并在多座

1000--2000m³级高炉上进行生产实践。生产实践表明，高炉通过常态化护炉形

成稳定合理的操作炉型 。高炉自开炉期间就开始在炉料内常态化配加含钛精分。

高炉历经多年来高强度生产冶炼，炉况稳定顺行，取得良好的经济技术指标的同

时，达到了风口、冷却壁全年“零”破损的先进记录，实现了炉缸、炉底温度非常

稳定的理想状态。

      



3、高炉常态化护炉的参考依据

       我们可以通过FES系统观察分析
高炉炉缸、炉底的侵蚀状态，来确定
采取相应的维护措施和手段。

       比如发现炉缸侧壁边缘温度升高、
炉底中心温度下降，我们可及时采取
改善入炉原燃料质量、提高风速和鼓
风动能、保证充沛的渣铁物理热、调
整发展中心、抑制边缘的装料制度、
调整冷却水量、使用优质炮泥加强铁
口维护等一系列措施来维护炉缸状态。
避免出现炉缸侧壁过快侵蚀。

       若炉底温度较高、边缘温度相对
较低，炉缸中心活跃，我们可以适当
提高入炉钛负荷，通过TiN、TiC钛化
物沉积到炉底形成一层厚厚的保护层
进行护炉。

     若是发现局部温度异常升高，我们
可采取定点精准护炉措施。



4、高炉常态化护炉的措施

①  通过在烧结矿或球团矿里配加海沙或含钛精分，提高入炉钛负荷。一般入炉
钛负荷控制在5-6kg/t.fe 为宜。根据炉缸炉底多维侵蚀监测智能分析系统的情况
进行适量调整入炉钛负荷。

②  铁水和炉渣成分的控制范围 
   铁水   Si：0.2-0.4% ，Ti：0.08--0.12%  S：0.01--0.035%   T铁：1500±12℃

   炉渣碱度：R2：1.22±0.02倍   R3：1.5±0.02倍    
③  软水进出水水温差控制在1-2℃，控制适宜的进水温度和冷却强度。

④  采用“复合型等截面积布料”装料制度，发展中心、抑制边缘气流。

⑤  保持适宜的风速和鼓风动能，充分活跃炉缸。

⑥  控制有害元素入炉量，根据生产情况和有害元素排出率进行控制入炉锌负荷
和碱负荷。通过发展中心气流提高锌、碱金属的排出能力，避免有害元素在炉内
大量富集。

⑦ 炉前铁口通道采用耐高温、耐腐蚀的硅溶胶纳米结合刚玉料对铁口通道道进
行浇筑。 加强炉前管理，维护好铁口深度，及时出净渣铁。

⑧  加强炉内工长操作水平，确保炉况长期稳定顺行，各项参数控制在合理的要
求范围内。



六、FES为高炉安全生产标准化操作立新规

       高炉技术操作规程是由一代代炼铁前辈们历经数十年总结并定制的安全生产
标准化作业规范。FES系统的诞生将促使技术操作规程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结合
FES制定新标准、新规范，为安全生产标准化立新规。

1、我们可以通过FES分析画面判断装料制度、送风制度、冷却制度、出铁制度
是否合理，可作为我们对操作制度调整的依据。

2、高炉长期休风、焖炉、开炉复产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炉缸热量水平与趋势
及时调整冷却水量，以便利于在复风时顺利恢复炉况。

3、通过及时观察炉缸和炉体侵蚀状况，我们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变更操作制度，
始终维护好合理的操作炉型。

4、通过FES若发现炉缸、炉底异常侵蚀，我们可在初期进行定向护炉。为高炉
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5、我们可以结合FES调整好各项数据、参数，把高炉潜力发挥到最佳，实现高
产、优质、低耗、长寿的理想状态。

6、我们可通过FES进一步探索、挖掘高炉生产过程中未发现的潜在规律，更深
入更细致地研究高炉，提升工艺操作技术。



七、智能化装备在高炉炼铁发展中成果和意义

       FES系统把原本炉内看不见、摸不着、非常抽象、模糊的概念，通过智能化
检测、分析、模拟、成像等手段，变得清晰可见。我们通过FES能够非常直观的
发现炉缸的工作状态，便于我们及时调整操作制度，正确把握高炉生产操作方向，
保持炉缸中心活跃、促进高炉顺行。避免高炉炉缸耐材受到异常侵蚀，通过标准
化操作、常态化护炉等手段及时维护调整，形成较佳的操作炉型，从而进一步优
化高炉经济技术指标、延长高炉使用寿命。

       FES系统的问世不仅为钢铁企业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还给企业创造了巨
大经济效益。同时对促进钢铁工业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  语
       当今时代已发展到各行各业普及自动化、智能化装备替

代人工把企业做大、做强、创造价值的阶段。自动化、智能

化装备解决了人力成本高昂，生产不能实现标准化作业等一

系列企业尖锐问题。所以新世纪以来各制造业强国均提出制

造业发展蓝图，我国提出了工业4.0宏大目标.FES系统的问

世使高炉冶炼向着高产、优质、低耗、长寿、节能环保的理

想目标迈进，也积极响应了“2025智能制造”和习近平总书

记最近提出“碳中和”的国策，让中国钢铁发展担负起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愿和炼铁同仁携手努力、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为中国钢铁事业发展尽微薄之力。



主讲人：姜永龙

联系方式：18936638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