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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新建和改造中的
共性问题



与同仁们探讨下述问题
    我国高炉长寿方面存在的问题

    高炉是可以实现高效长寿的

    炉壳结构问题

    炉缸砖衬砌筑结构

    炭砖质量及选择标准

    冷却壁结构与冷却水质、水速、冷却壁冷却比表面

    适宜的炉腹与炉身角的讨论

    关于死铁层深度

    捡测手段的配置

    炉底板上翘开裂冒煤气

    炉缸与炉腹过渡的连接

    提高铜冷却壁寿命的建议



实现高炉高效、长寿的标准

Ø高效：15000(t/m3.代) ，风温1200 0C

Ø寿命：高炉大于15年，热风炉30年

      （ 一代炉役中连续休风不超过7天）



高炉寿命现状

Ø寿命不断提高,长者为巴西图巴朗1号高炉,寿命28.4年无中修,产铁
21272 t/m3.代,

Ø我国最长寿高炉是宝钢3号高炉炉缸19年寿命,产铁15700  t/m3.代,

Ø统计到的国外部分长寿高炉平均寿命16.5年,平均产铁量11039t/ m3.
代 。

Ø统计到的国内部分长寿高炉平均寿命13.93年,平均产铁量10957 t/m3.
代

Ø国内高炉寿命比国外高炉寿命平均低2.6年,但生产效率高于国外高炉

Ø大型化,高集中度

Ø全世界高炉座数在不断减少,单炉容积在不断扩大,中国高炉座数占全
球70%左右,1400余座,数量在减少,平均容积在增加

Ø炉缸寿命偏短仍是限制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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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炉长寿方面存在的问题
Ø  平均达不到10年寿命（有的2-6年），且相差较大，发
展不均衡

Ø   新建或大修高炉开炉不久环炭温度攀升，被迫一开炉   
就采用长期控产降冶强等护炉措施(仅用钒钛矿护炉成本
升高2000万元/年. 2500m

3
座)

Ø  炉缸烧穿事故时有发生

Ø  铜冷却壁也没有达到予期的寿命(15年), 多数在6-8年，
良莠不齐

Ø 热风炉30年寿命目标相差甚远,特别是仿卡氏炉、燃烧器
与管道连接部位。



高炉是可实现高效长寿的
Ø实现高炉长寿是一项涉及到多学科的系
统工程,每一环节必须做到最佳,才有可
能。
Ø应当是科学管理贯彻始终的：
Ø方案制定开始→设计→ 制造→ 施工→ 生
产→ 维护
Ø各工序全员终生负责制



Ø 根据一些实例,分析部分高炉不能长寿的原因,与同
仁讨论

Ø当前认为原因有：
Ø       a. 炭砖质量不好,              b. 施工质量差,

      c. 冶炼强度过高,              d. 入炉有害杂质超标
Ø我个人认为：
         e.当前高炉部分结构不佳应是主要 原因，即设
计和建设上应当再优化。



 1.    炉壳结构问题

n a.  一种结构是高炉炉缸壳体没有收角, 不是圆椎台形

高炉投产后,炉缸生成了铁水,高炉内砖衬在铁水浸泡下就
象油在水中, 比重不同轻者要上浮,(铁水比重/炭砖比重
=7.6/1.55=4.9,炭砖上浮)当今众多圆柱型炉缸,靠的是炭砖
与冷却壁之间的摩擦力来防止炭砖上浮,上浮使得砖缝逐
渐大了, 缝中钻入了Zn蒸气和Fe等, 砖衬温度就升高或加
速侵蚀.如果是斜炉壳的话, 炉壳与冷却壁有一种向下的分
力来加强约束砖衬上浮，磨擦力与斜面约束力共同阻止
炭砖上浮，减轻砖缝变大。

     一批高炉开炉半个月或几个月环炭温度就剧烈升高甚
至烧穿很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数座巨型高炉环炭温度
也出现超标。



.    炉壳结构问题

nb. 另一种结构是炉壳收缩位置在风口段下方，太高 ，
同样使炭砖上浮，砖缝变大，钻铁和锌等。

     这里还要注意的有：炭砖抗压强度是30MPa左右，
而抗折强度只有几MPa，紧靠冷却壁处的炭砖克服上
浮是靠磨擦力，而同块炭砖内部同时受到上浮时所产
生的剪切力, 易使炭砖断裂，不论大小砖砌筑的炉缸环
炭都存在环裂，其原因是否与此有关直得深入探讨。
因此炉壳向上收缩应从炉底板位置开始才是正确的, 有
的从炉缸一段冷却壁开始收缩比不收缩的好，但不如
从炉底板开始的好，这些都在生产实践得以证实的。



1.  炉壳结构问题

n c.    风口段最好设置为圆柱形，而不应采用圆椎台式

     部分高炉炉腹段冷却壁易烧坏，有的甚至烧坏冷却壁的冷
面水管，应与此有关。

      风口中套在一代炉役中不断上翘应引起重视，也不能全归
罪于入炉碱金属和Zn超标。如：某1780高炉炉缸采用自由式
陶瓷杯壁（半杯），2011.8.年开炉到2020.5.为止，因中套上
翘及变形更换了97个(风口数3.7倍)，并没有烧坏的记录；某
些风口段为圆柱段的结构其上翘情况很轻, 如某5500高炉开炉
9年无此现象，其Zn和碱金属负荷也不低。

 风口段内斜而炉腹段外扩径则炉壳交接处应力集中，风口冷
却壁和炉腹冷却壁易损坏。



Gary NO.14炉缸结构及烧穿部位（炭砖上浮）(Daniele Corus设计)



国内一批1080m3高炉炉由过去750m3厚炉衬高炉演变而来，没有收角,缸炭砖
上浮,炭砖只有550mm厚,2年内烧穿或大修炉 子 甚 多 (某厂6座1080炉子,投产2
年烧穿3座, 余炉缸大修)



一批1780m3高炉炉壳收缩位置太高,开炉不久炭砖温度升高,如同一设计图纸建的7座炉子尚无达
8年寿命的，不采取措施即烧穿, 如九江厂3号。还有数座2800炉子和巨型高炉也类似。某炉开
炉7年更换上翘中套97个，无一因烧坏更换。



2020.4. ，投产8年后某1780高炉炉缸大修，破损调查炉缸炉底
各层炭砖都占锌情况



我国某3200高炉炉缸砌砖图.2009.9.开炉,至2020.5.温度尚可控（插入300mm深
度），但存在水平通缝。2018.9.陶瓷杯壁侵掉后环炭温度经常升至400度以上、中
套上翘严重



   炉缸寿命较差的结构实例

1780-2800高炉
部分5000以上高炉

某国外大高炉a b c



2 .炉缸炭砖砖衬砌筑结构 
Ø惊人的实例：
 2008-2019年之间，国内炉缸烧穿7座2500-4350的高炉，寿命2.5
年-8年多一点，7座炉子都是进口炭砖(CGL的2座，NDK的2座，
UCAR的3座)。采用的是世界顶级的优质炭砖。当然寿命长的也
是用这些厂的炭砖。说明问题不全是炭砖质量和是否引进。问
题是：

 1.水平通缝：不论是由大块炭砖还是小块炭砖单一砌筑的炉
缸环炭，设计上多数采用水平通缝的砌筑结构,应当说是违返了
建筑常识，建议消除。满辅炭砖是错层消除垂直通缝的，单层
互相挤压防浮，环炭应改成大、小炭块复合砌筑。小块紧贴冷
却壁砌筑，炭捣料往热面移到大、小块炭砖之间, 用结构上的措
施来加以消除。加上陶瓷杯实际上是三次错缝来消除通缝，三
道档墙，三道防线，阻止Zn、铁水的钻入，如热风炉大墙和管
道砖砌筑那样，采用两环轻质绝热砖和一环重质砖错缝砌筑类
似，即迷宫理论。



2 .炉缸炭砖砖衬砌筑结构 
2. 炭砖厚度：  550mm太薄，薄壁炉衬不应当指炉缸炉衬,建议环
炭铁口区域不能小于1500mm，炉底2000mm, 还加800mm陶瓷垫, 
象脚处应与炉底相似，其冷却结构也有差别。UCAR为什么不建议
厚炭砖衬和用陶瓷杯壁，因其NMD和NMA全是不焙烧炭砖，要到
高炉内来快速焙烧。

 3.坚持好传热的顺序 
     . 炉底由下至上,导热系数由大至小

     . 环炭由冷面至热面,导热系数由大至小

     . 消除中间热阻层

4.高度关注炭捣料的材质与施工质量
5.注意铁口组合砖的选材与结构：铁口区域或通道烧穿的众
多，有的全炭炉缸炉底高炉铁口区用高铝质？用高铝质的结构就
应恢复铁口处三块冷却扁水箱冷却形式的传统结构。



几个较好的结构：例:1995.2. 投产的，由大小炭砖复合砌筑的鞍钢10高炉,生产13.8年,
单位炉容产铁10117t,2008.10.金触危机停下来,实际还可生产几年,大修调查薄处尚有400mm，
1994年炭砖质量远不如现在的产品，为半石墨自焙炭砖，歪打正着的一次成功。



从炉底板开始炉壳收缩和大小炭块复合砌筑的高炉



Daniele公司设计的国外某直径8400mm炉缸：斜炉壳、大小块炭砖复合砌筑、且消除
水平通缝、捣料层内移。此种结构肯定长寿, 也不用经常性护炉, 运行成本也不会高，
国内访造了一座效果很佳。国外高炉多为三道错缝砌筑结构。



Daniele公司对美国14号炉烧穿后的改进

Gary NO.14



 炉缸寿命较好结构实例

24年前2580炉缸结构
国外高炉
炉缸结构

某3200高炉的大
小炭砖复合砌筑a b c



达涅利炉缸直径8400高炉
某炉缸直径13600高炉



3.我国炭砖生产质量与选择标准

Ø作为高炉长寿炭砖质量至关重要，不容忽视。炉缸烧穿的7座2800-4350炉子
炭砖都是引进的好炭砖,说明问题不全在炭砖质量上，除前述结构问题外，炭
砖质量应重点注意：

Ø我国国产炭砖进步较大，要科学选用质量指标。

Ø碳复合砖在100余座高炉得到应用,实践是捡验的标准。

Ø国产炭砖存在的问题：

Øa. 不是合格的电煅烧无烟煤, 
Øb. 砖的焙烧温度不够高或不均匀

Øc. 添加的超微粉没有形成微孔的新物质, 
Ød.不能靠添加人造石墨来提高导热系数

Øe.成型压力及加工精度不足。小于0.3mm缝干砌尚达不到

Øf.强化制造工艺的管控，防止内部裂纹



4.  冷却壁结构与冷却水质、水速、冷却壁冷却比表面

水质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总硬度(mg/L  CaO) <80 80-160 >160

稳定性(℃) >80 65-80 50-65

处理建议 自然水沉淀处理 软水或提高稳定性处理 软水或除盐水

1）.冷却水质：

水是最好耐火材料，这话是不错的，我国地表水质不断变差，应毫不犹豫采用
软水或除盐水闭路循环冷却工艺。

                       表                水的硬度与应采取的处理方法



4   冷却壁结构与冷却水质、水速、冷却壁冷却比表面 
2）.冷却壁与冷却比表面积定议

Ø冷却壁冷却比表面 积=（冷却水管直径Dx�/管间距 L)
Ø建议冷却壁结构其冷却比表面大于1.2,
Ø      传统的炉缸喷淋冷却结构，其冷却比表面是1.0的,

Ø   欧美炉缸夹套式冷却的冷却比表面积：接近1.0

Ø当前冷却壁冷却结构其冷却比表面积是很小的：严格讲竖排管冷却比表面积远小
于1.0，这种冷却比表面积计算了水管周长,冷、热面都算进了，考虑传热方向应当
乘0.5。

 如：铸铁冷却壁的冷却水管直径（76x3.1415）/冷却水管管间距, 960mm宽冷却璧, 
排4进4出ø76x6水管其冷却比表面积：76x3.1415/240=0.994, 而用ø60x5.5则冷却比表
面积：0.785，小了20%，这是水管径差，再分冷热面传热的差别，实际上在0.497—
0.393，此为国内普遍结构。



例 ：      鞍钢3号和宝钢3、4高炉炉缸冷却壁及冷却比表面积比较

 高炉 冷却壁方式及进出口管数 管径与管间距 冷却比表面积 热面冷却比表
面积

备注

鞍钢3高炉 1代 立式， 4进4出,  宽1040mm 50mmx260mm 0.604 0.302 2.8年烧穿

宝钢3高炉, 1代 卧式,  10进10出, 高1450mm 60.3mmx145mm 1.31 0.66 19年寿命

宝钢3高炉, 2代 卧式,  10进10出, 高1600mm 70mmx160mm 1.374  0.68 2013-

宝钢4高炉, 1代 立式，4进4出,宽920mm两段铜壁 50mmx230mm 0.683 0.342 9年寿命

宝钢4高炉, 2代 卧式,  10进10出, 高1600mm 70mmx160mm 1.374 0.68 2014-



Ø4   冷却壁结构与冷却水质、水速、冷却壁冷却比表面 
Ø宝钢3高炉的炉缸冷却比表面积是宝钢4高炉第一代和鞍钢3高炉第一代的两倍多,
表明炉缸铸铁冷却壁的冷却比表面积0.6左右是不够的,宝钢4高炉第一代只运行9年
被迫大修，应当说明了这一点,同样某巨型高炉炉缸冷却壁冷却比表面积即使做到
0.98,虽不断增加水量但环炭温度仍难于控制,因此建议学宝钢3高炉做到1.3以上，
宏观上的低水量,微观上的高冷强，

Ø风口段往下用卧式冷却壁既保证了炉壳开孔处的强度, 冷却壁冷却比表面积1.3，
又均匀了冷却水温，宝钢4高炉第一代不单炉缸环炭温度不能受控,压浆还造成炉
壳变形，因此，第二代果断地采用了宝3高炉的结构，应为成功的经验。

Ø宝钢4高炉炉缸第一代用了2段铜冷却壁,实践说明炉缸用铜冷壁并没有达到长寿
的目的，值得深入探讨，在此再次建议若非要采铜冷壁, ”湿区”也不宜采用钻孔
机加工铜冷却壁,每块冷却壁12-16个焊接孔,在炉内受各种应力引响，一旦焊口开
焊渗水,将造成恶性事故,要使用铜壁，也宜用铜基铸铜管、Monel管或钢管的冷却
壁,冷却壁壁体上无焊接孔。

Ø接近20m直径的炉壳内,每1.5m高度上安装卧式排列20块冷却壁，较好地做到了
每块冷却壁10进10出的冷却水管,冷却表面积是当今冷却壁结构炉缸最大的,虽然水
量偏小但流速达到2.7m/s，是可满足要求的。



Ø

冷却壁结构与冷却水质、水速、冷却壁冷却比表面 
3）炉壳开孔强度：
上表中横排的冷却比表面积有达1.37, 再除2就大多了, 但永远小于1.0, 而且炉
壳开孔处炉壳强度是高的。竖排形冷却壁造成冷却比表面积小和炉壳开孔
处强度差。出现了炉壳厚度在不断地加厚。

4）.冷却水量与水速：
a.  保证2.0±0.2m/s,消除汽塞等现象,这是生产中验证了的 ,但对薄炉衬和高冶

强高炉仍显不足。
   某两座高炉铜冷却壁使用寿命25年了，无水管烧坏，其中一个原因是水速提

到3.51m/s。
   某企3座2600-4000以上高炉铜冷却壁水速提到2.5m/s，16年了铜壁也无一埙

坏。
   某5000级高炉炉腹往上球墨铸铁冷却壁采用单层水管的新型结构，水速

2.7m/s，比表面积达1.2，投产5年效果良好。
    因此高炉冷却壁的水速要进一步提高，”水速超过2.0m/s后,其传热效果改善

不明显”的说法，实际生产中尚没得到验证。建议2.5±�. �m/s



b.  水速和冷却比表面积都达到要求,水量就确定了。

 c.  闭路循环冷却工艺是省水的，此时如再采用分段式冷却,总水量是增加的,能耗会升高,  冷
却强度反而低,不是集中力量去冷却，应优化匹配 
 d. 表2是宝钢同志对卧式冷却壁与竖排立式冷却壁达到同样水流密度的比较 ,达到4.0m/s水

速，其系统要整体升级 。

卧式冷却壁 立式冷却壁 立式冷却壁 

炉缸水量 (t/h) 1380 4250 6250 

水管流速 (m/s) 2.72  2.72 4.0 

水流密度(t/m.h) 119 81 119 

比表面积 1.19 0.75 0.75 

  卧式冷却壁与立式冷却壁的比较



5）.  新型冷却壁

.目前竖排4进4出水管冷却壁的缺陷

a. 开孔安装冷却壁后炉壳强度低，不断加厚炉壳厚度；

b. 冷却壁冷却比表面积小；

c. 韧性问题，  不能过长。

.  铸钢冷却壁的应用：

韧性好于球铁 ,  但：

 A.渗碳后变脆 ,
B.400 0C后导热能力大幅降低

.  建议学宝钢：

炉缸用卧式弧型横排10进10出水管的冷却壁或夹壳式冷却水箱

 炉腹以上用6进6出冷却壁 ,  可不用双排冷却水管冷却壁；其炉壳强度
大幅度改善；冷却比表面积(可大于1.2)远大于竖排冷却壁结构。



板壁结合冷却结构



炉缸卧式弧型铸铁冷却壁



六进六出球墨铸铁竖式冷却壁



5.适宜的炉腹与炉身角的讨论

     a.  炉腹角大了,不易挂渣,挂渣能保护炉腹炉衬, 特别是铜
冷却壁的高炉,太小也不行,渣皮太厚也不一定长寿。

    b.三种炉腹角(水冷线炉腹角, 用耐材组成内型炉腹角, 操
作炉腹角)
    c. 炉身角太小,炉身部位易生成管道气流,太大又不利于
煤气利用率提高，炉料结构的进步(球团矿和块矿使用比
例增加)，更趋于扩大炉身角

    d. 寻找适宜对称的角度,长寿与低耗



6.关于死铁层深度
. 死铁层加深的演变

. 过去单铁口、大渣量冶炼、 放上渣,现在条件大为改善,多铁口、低渣比、不放上渣。

.死铁层深度为炉缸直径2 0%不宜继续加深,有不少实例证明,过深不一定使炉缸长寿和
减少象脚侵蚀，目标是希望炉缸形成锅底型侵蚀才能长寿。如某1250m3高炉,死铁层
设置为2800mm,无陶瓷杯壁，（按炉缸直径20%应当是1600mm）,开炉4.5年因锌害环
炭温度升至1080℃,被迫停炉大修炉缸,结果炉缸侵蚀最严重的处仅剩280mm,象角侵蚀
位置从陶瓷垫表面上移了1400mm左右,也就是说加深的死铁层不但没起好作,反而造炉
底温度过低，炭砖中占入大量Zn,形成Zn板,将炉底板抬高。还是该高炉，大修时改成
2000mm,结杲3年后，危害重现。建议再实践几年,并提出几个讨论题：

 1). 死铁层加得过深后,铁水高静压力与铁水渗炭速度的影响，

 2). 死铁层加深理论上说减少环流和实践的证据有待再探讨，

 3). 过去高炉多为单铁口高炉和大渣量冶炼,为了怕两次铁间风压升高,而逐渐提高到
20%炉缸直径的死铁层深度,而当前多数高炉为多铁口,出铁间隔短或无间隔出铁,其环
流路经和速度都发生变化,直得重新分析，

 4). 死铁层过深对形成锅底形炉缸侵蚀有利与否,对铁口深度的维护有利与否也值得探
讨。

 5) ). 死铁层过深,炉缸下部砖衬温低,Zn等易富积在砖缝中,进而引发炉底板上翘



从上至下  中间：       a.钒钛聚积物
                                      b.陶瓷垫
                                      c.满辅炭砖
两边上部：                内微孔炭砖, 外小块炭砖        
        下部：      微孔炭砖, 半石墨砖

   照片1       1250高炉炉缸破损调查的断面图

  Fe% Pb% Zn%

1# 0.89 0.47 96.02

2# 0.78 0.19 94.68

3# 1.67 0.29 96.68

4# 8.01 44.18 2.67

照片2   砖缝中锌片及成份



某1250炉子第一代炉役死铁层2.8m,开炉4.5年因环炭温度过高,停炉大修,破损调查
测得象脚侵蚀上移1.4m,大修将死铁层改到2.0m(23%),开炉三年炉底板上翘180mm
左右,冒煤气严重



某1250高炉大修3年后炉底板上翘并冒煤气, 右图
因底板上翘带动供水总管抬高离开管托



7.捡测手段的配置

Ø应克服买得起马而配不上鞍的作法,尤其是大包工程

Ø炉缸炭砖测温点根据炉子大小应达到300-500个点

 冷却水流量及水温差也应配套合格的捡测仪表

Ø鞍钢3高炉2008年烧穿和本钢烧穿这一点的教训是深刻
的

Ø捡测点施工安装质量和保护措施



8.  炉底板上翘开裂冒煤气

◦ 炉底板上翘有两种情况

 1). 炉底板下部基墩上涨带来的炉底板上涨, 典型的某厂450m3高炉开炉一个多月, 炉底基墩
异常上涨将炉底板顶起，被迫大修。某厂巨形高炉开炉5年也出现炉底板下方上涨现象, (尚
未到大修期, 内部调查资料，炉底板下方有3环莫来石砖？ )。

 2). 多数高炉是炉壳内的耐材上涨拉起炉底板上涨，如某厂2座4000级高炉。某1250炉子较
典型, 该炉有数个风口上涨变型煤气火苗一米多高。
◦   炉底板上涨开裂的原因简介

 炉壳、冷却器、耐材内衬因开炉受热膨胀上涨, 这属正常状况, 每座高炉都存在。笔者曾对
新建2580炉子开炉测量炉体升高100mm左右, 且是变化的, 是炉壳与内衬一同上涨的，开炉
一段时间就稳定了, 一般不会带动炉底板上翘。

 炉缸耐材受热膨胀和当下碳、铝复合薄炉衬，因耐材的材质不同的膨胀系数不同，多数使
得风口中套上翘, 一般开炉0.5-1.0年后也能稳定, 不再上涨, 也未带来破坏炉缸炉壳的报导，
持续上涨与前述直炉壳结构应当是对应的。



 炉底板上翘开裂冒煤气

 造成高炉炉底板异常上翘变形漏煤气, 多数分析认为是有害杂质钻
入耐材内发化学反应, 造成耐材30%-50%的体积膨胀, 从内部将炉底
板拉变形而造成上翘, 如碱金属和锌负荷过高, 在炉内形成单质K、
Na、Zn、Pb等在炉内下部以气态存在, 且无处不钻, 与耐材中的SiO2、
Al2O3、CO2等发生反应生成氧化锌(ZnO) 、钾霞石(K2O.Al2O3.2SiO2)、
白榴石(K2O.Al2O3.4SiO2)等，但炭砖的膨胀率小得多，灰份也小得
多。

 近年从一些炉底板上翘高炉的破损调查中还发现, 炭砖中钻入大量
铁、锌，铅，多层砖缝中有锌板，有的砖缝中的锌板达10mm以上, 
进而从内部顶起炉底板，特别是炉缸炉壳是园柱型和大炭块水平
通缝砌筑的高炉。

 因基墩膨胀而从下部顶起炉底板的是因为基础中活性CaO，MgO水
解发生体积膨胀所致。



  炉底板上翘开裂冒煤气

◦防止上涨的办法

 1）高炉建成且投产, 防止炉底板上翘跑煤气的办法只能严格控制
入炉的有害杂质；一旦上翘且冒煤气其治理就难了，从外面采用
堵的办法其结果是这处堵住了，另一处又冒开了，这种实例甚多。

 2）最好的办法是从设计上就采取办法，因势利导给炉底板一个上
涨的空间或自由度，鞍钢、首钢高炉近些年来炉底板没有上翘现
象，鞍钢院采用的是带有零带炉皮的结构，类似弧型炉底板。还
记得过去高炉热风炉炉底经常跑风或冒煤气影响生产，自从采用
弧型炉底板后，就不再开裂跑气了。

 弧形炉底板与零带炉皮的结构



9  炉缸与炉腹过渡的连接

Ø高炉风口以上采用薄炉衬后, 炉缸与炉腹过渡处出现冷却线不能平滑
过渡结构, 原因是风口段冷却壁较厚, 风口大套和中套都申入炉内冷却, 
加之炭砖和风口组合砖要与中套前端平齐，而炉腹即使用双排冷却水
管加上镶砖也没有风口段厚，特别是炉腹使用铜冷却壁后，问题更为
突出，已出现数座高炉炉腹下部冷却壁和风口冷却壁都烧坏的现象。

Ø   国外炉腹使用铜壁的高炉多在此处使用冷却壁折弯的结构，给冷却
壁制造加工提高了难度，国内多在风口组合砖上砌几层碳化硅砖，要
与炉腹角大小相配合，有好有坏尚需探讨，近几年中修数座铜壁高炉，
多有炉腹冷却壁磨坏最重的现象。

Ø    鞍钢自2005年新2、3高炉开始，3200m3以上高炉风口上方的炉腹下
端安装3-4层铜冷却板并配砌少量碳化硅砖来过渡, 取得较好的效果, 十
多年过去了, 尚没发现此处冷却板有坏的现象, 且风口组合砖侵蚀减轻。



鞍钢3高炉炉缸炉腹过渡
段结构



10.提高铜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Ø1985年宝钢1#高炉炉腹以上开始用铜冷却板，长江工业水开路冷却，己30

多年了，国内有一批冷却板高炉，目前信息：有宝钢4#（2004年），太钢

5#（2006.10）6#（2013.11）鞍钢的新1#（2003.3.）,本钢板材1#等。平均寿

命大于15年

Ø*2000年武钢1#高引进连铸胚铜冷却壁开始，使用铜冷却壁的高炉不低于

200座。新的铜冷却壁热潮

Ø沙钢2500、首钢2600等部分高炉铜冷却壁取得了17-25年无一水管损坏的

好成绩。

Ø但良莠不齐，多数铜壁高炉寿命没达到予期目标。6-9年寿命，十分遗憾。



 10.    铜冷却壁的高炉

好的典型：

p     1) 沙钢1#、2#2500m3高炉,德国拆回的二手铜壁己经使用25个年头了,尚无一水管损坏,而其上下铸铁冷却壁有的

己换第3代了；3#是由汕头华兴厂相配套国产的,2013年至今19年也无一水管损坏；同时这3座炉子冶炼强度是国内

同级别高炉最高的,720-730万吨/年。

p    2)首钢迁安的2500-4000m3的炉子，其寿命己18年寿命了；

p    3)莱钢2x1880m3的炉子等一批1780m3炉子的铜冷却壁

p    4)济钢3200m3高炉尚无水管损坏

较差情况：
p本世纪前10年投入使用的铜冷却壁几乎都已更换
p多数2500m3以上高炉铜冷却壁没有达到建设的予期目标，平均在6-8年寿命被迫中修
p2009年以来投产的3200-5800m3的高炉几乎被迫进行了铜壁的更换，(多数更换时水管破
坏率不足30%,但影响高炉稳定顺行比铸铁冷却壁幅度大得多)

p一旦某一根或几根水管损坏后，其它损坏速度会加快。



 10.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炉别 开炉时间 铜壁产地 更换时间及部位 使用时间 损坏主要原因

T1# 2004 PW连铸 2011.8. 更换 8 磨损，个别有烧损

A2# 2005.12. KME 2011.10. 第7-8段 6.11. 磨损

A2# 2005.12. KME 2014.4换9.10段 9.5. 磨损

A3# 2005.12 KME 2013.5. 换7，8段 8.6. 磨损

A3 2005.12. KME 2015.3. 换9，10段 10.4. 磨损

A7# 2004.9. 国产 2013.6. 换6-8为铸铁 9.9. 磨损

A4# 2006.12. 国产 2015.6. 换6-9段 9.6. 磨损

L3200 2010 国产 2016.11. 换7，8段 7.10. 磨损

M3200 2009.5. 国产 2016.9. 由4段换成5段 8.4. 磨损及少量水管拉剪断

H8# 2009 国产 2017.2. 换6-7段 9.0. 磨损,8段好,9段上端烧损

B1# 2008.9. KME 2015. 换7-10段铜 8.0. 磨损

B2# 2009.4 KME 2016.4. 换7-10段铜 7.0. 磨损

L3200 2009.10. 国产 2017.4. 换10-11铁壁 7.6. 只有2块铜壁

S5800 2009.10. 国产 2017.5. 换6-7段 7.7. 磨损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1 投产7年,某2000m3高炉引进的连铸铜坯冷却壁

在炉腹与炉腰两段相连的冷却壁上发生严重的磨损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2  4038高炉(2009-2016)

第8段-31号冷却壁磨损及烧损外貌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2  4038高炉(2009-2016)

10段-3号冷却壁中上部磨损及烧损外貌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3 某巨型高炉炉腹、炉腹铜壁(全长3400mm)

炉腹6段铜冷却壁上部磨损及变形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3 某高炉炉腹、炉腹铜壁(全长3400mm)

7段即炉腰段磨损状况,下部燕尾槽几乎磨平,燕尾槽中无耐材。
6-7段停炉时漏水的水管仅31根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4 某3200高炉

该3200高炉2009.10.开炉，今年4月降料线更换铜冷却壁上部的3段铸铁壁，铜壁
几乎没有损坏，其上还留有众多镶砖。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5 另一座3200高炉

3200高炉2009年开炉，2015.9.开始出现铜冷却壁漏水，2016年损坏加速，
严重时1.7天坏一根水管。到2017.2.28中修.
6段冷却壁几乎每块都有磨损，磨损在上部，燕尾槽共26个，9~10个燕尾
槽都被磨损掉了，磨损面积占冷却壁热面的35%~38%。变形严重。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5 另一座3200高炉

冷却壁破损速度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5 另一座3200高炉

第7段冷却壁磨损很严重，截止停炉前,共损坏85根水道,每块冷却壁均存在磨损。该
段冷却壁长2.77米，共25个燕尾槽，所有冷却壁只保留了5~7个槽，磨损的燕尾槽高
达18~20个，磨损面积占冷却壁热面面积的72%~80%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5 另一座3200高炉

第8段冷却壁属于高炉的炉身下

部，截止停炉前未发生水道破损

的情况。观察拆下的壁体，燕尾

槽内无残余喷涂料，绝大多数冷

却壁磨损较轻，壁体肋条的棱角

均已磨圆；该段冷却壁未见明显

的挠度变形，分析认为主要是壁

体长度相对较短，为2.308米，

较第6段和第7段短0.5米左右。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5 另一座3200高炉

第9段冷却壁也属于炉身下部区域，截止停炉前共损坏水道12根，分布在6块冷
却壁上。冷却壁壁体上端部的磨损是导致破损的主要形式。除了6块破损的冷却
壁之外，其余冷却壁比较完好，大部分冷却壁的大部分燕尾槽内还存在镶砖。

第9段冷却壁破损情况 加装点冷的冷却壁烧蚀情况



 近几年损坏及更换铜冷却壁举例

例6 某3200高炉6-9段铜壁

该3200高炉2009.9.开炉,生产至第8年,第6段无一水管坏,第9段铜壁一有根水管坏,
钻孔安装冷却棒,取出钻孔铜芯块显示铜壁燕尾槽无磨损漏水，燕尾槽磨损量最
大处仅15mm,判断该冷却壁损坏是水管断裂所至。



 10.   铜壁损坏共同现象

1. 机械磨损：
Ø 所有破损调查中的结论都是磨损为主
Ø 炉腹中上部和炉腰中下部磨损的炉子占多数。
Ø 炉腰上部和炉身下部磨损的炉子占比例要少一些。
Ø 这两种磨损都有炉腰段,而炉腰是高炉直径最大处

2. 弯曲变形：
Ø 铜壁耐材和渣皮掉落后，温度升高而热胀及受各应力，又受吊挂固定约束后向炉内翘伸后再受磨损,

变形在前。
Ø 冷却壁中间部向炉内凸翘变形后，中间磨损
Ø 冷却壁的进、出水管端向炉内凸翘,拉断水管,壁体断水后烧坏,焊口拉断居多
Ø 冷却壁在炉内受力上下运动,水管受剪切力在炉壳处剪断漏水

3. 烧损   ：
Ø 壁体漏水或断水后即烧损或熔化,量较少，且为上两种现象发生之后才有烧损。铜壁变形后水管上下

受剪切力断裂而漏水, 或壁体进出水管两端向炉内翘伸水管又受拉力拉断焊口等，造成水管漏水，断
水进而造成烧损。

Ø 水管与壁体焊口处开裂，仅见个别报导。
Ø 从我这几年破损调查实例看”氢害”尚无明显证据。



 10.损坏原因                     1)结构上原因

炉腹角大了,不易挂渣,挂渣能保护炉腹炉衬,太小也不行,渣皮太厚也不一定长寿。
p 三种炉腹角(壁体冷却、炉型尺寸、操作)
p 炉身角太小,炉身部管道气流易生成,下部壁体受磨和冲刷，太大又不利于煤气利用率
p 寻找适宜的角度,长寿与低耗

     沙钢2500                        沙钢5800              国外炉缸直径8400
       a: 72.53                          a: 74.37                      a :81.0
       ß:82.37                           ß:80.50                       ß:85.2

例：沙钢3x2500与5800,两座国

产,两座德产铜壁,同一操作团

队 ,同样用料条件，为什么相

差那么大？

炉 腹 角 与 炉 身 角 大 小 有

关,3x2500炉腹角比5800小2度



10.损坏原因           
2)冷却壁尺寸

铜壁也不能太长与太宽,应与球墨铸铁壁相当。受热延申,注意热流强度与挠度的变化。

如某高炉铜冷却壁年修由2x3.0m长,换成3x2.0m。

热流强度
kw/m2

热面温度
℃

冷却壁长度对应挠度,mm

L=3150 L=2850 L=2400 L=2000 L=1800 L=1400

180 177 34 28 20 14 11 7

120 131 23 18 13 9 7 4

75 96 14 12 8 6 5 3

50 76 9 8 5 4 3 2

25 57 5 4 3 2 2 1

鞍钢计算的铜冷却壁高度与热负荷与挠度对应关系



ü 管间距不能太大，尽力提高冷却比表面积。

     管间距都是210mm铜壁,Ǿ50mm与椭圆30x85通道相比,冷却壁冷却比表面积分别为0.748和1.945

    燕尾槽深度太浅,耐材留不住

ü 水质与水速,不能以为铜导热性能好就用低水速和工业水，高导热更应高水速，18-25年不坏的冷却水速是

2.5-3.51m/s

3)安装技巧

      德国人的安装方式，沙2500铜壁安装技巧与我国的安装方式

       a. 定位销外的4个固定或吊挂锣栓孔应改成长方型或椭园形,使得铜壁受热延伸有个自由滑动空间，抑制

膨胀后向炉内凸起而受磨

       b. 搞好固定、浮动、滑动点的安装。

       c. 注意水管的护管与炉皮间的密封,防止两管之间灌进泥浆而受剪切力。

ü 附着耐材方式及耐材附着强度技术

ü 入炉料波动大且频率高是造成渣皮频繁掉落的原因

ü 高炉仍应以炉况稳定顺行为操作首选,边缘太重不一定磨损变轻。

10.损坏原因           



国外铜壁固定锣栓安装





10.  提高铜冷却壁寿命的建议

4).提高操作水平

1).改进设计

u探索适宜的炉腹角与炉身角

u缩短冷却壁长度,与铸铁冷却壁长度接近。

u完善安装方法设计

u提升铜壁与耐材的连接强度

u提高耐材的导热能力与粘渣能力

u提高冷却壁的冷却比表面积

u冷却壁用水应用软水或除盐水, 水速应在2.5m/s左右

2).优化制造与安装技巧

3).加强精料方针执行力度或管理水平



谢 谢 聆 听 ！
 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