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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宝钢是我国1978年改革开

放时第一个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的国家级的特大工程，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之日，

即1978年12月23日，宝钢举

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打下了

第一根桩。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

宝钢发展到了宝武，成为我国

钢铁界最具竞争力的钢铁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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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宝钢高炉的长寿概况

  到2017年为止宝钢4座中，1高炉进入第3代炉役，其余皆进入了第2代炉役。从此图可见，宝钢高

炉长寿有亮点也有短板。亮点是：3高炉创造19年炉龄的长寿业绩。短板则是：4高炉炉龄不到10年，

仅9.3年。



   在世界高炉炼

铁范围内的长寿

高炉比较，宝钢

高炉的长寿业绩

只在中等偏下的

水平。

一、宝钢高炉的长寿概况



二、高炉长寿工作理念

（1）理念一:

             高炉长寿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设计水平、施工质量是先天条件

                                  操作维护、检修维护是后天保养

（2）理念二：

     高炉长寿必须从建设时期即从设计、施工时开始：

     ① 充分吸取同类高炉或上一代高炉的实践经验和教训

     ② 炉型的选择

     ③ 冷却强度和选型

     ④ 耐材选型和砌筑质量管理

     ⑤ 设备的选型、试运转、交接验收

     ⑥ 完备的生产准备工作和周密的开工方案



二、高炉长寿工作理念

（3）理念三：

     高炉稳定顺行是高炉长寿必要条件，要获得高炉长期稳定顺行必须做到：

     ① 合理操作制度的选择：即送风制度、装料制度、造渣制度、 热制度 的选择    

     ② 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中心气流和边缘气流的合理匹配，倒V型软融带的形成等    

     ③ 合理的炉体冷却制度：冷却水量、水压、水温差以及炉墙热负荷 的控制等   

（4）理念四：

     检修维护即设备的周期管理、趋势管理、点检定修，长寿诊断和应对对策等



三、有关高炉炉型的选择

  宝钢本部4座高炉特大型高炉，其炉型数据如上表所示。

其一，应该说随着对高炉工艺的深入理解和实践不断的优化，其炉型的各部尺寸的比例

是比较成熟，没有很大的变化。

其二，随着高炉大型化的发展以及厚壁炉型向薄壁炉型的转化，主要的变化在高径比和

炉腹角。



三、有关高炉炉型的选择

  从右图的统计回归可

以看出，随着炉容的

扩大，高径比一路走

低。高炉越大越是矮

胖。

   矮胖的高炉比表面积

相对降低，减少热损

失，有利于降低燃料

比，有利于增加风口

数量和强化冶炼



三、有关高炉炉型的选择

   宝钢本部高炉虽说都

是特大型高炉，同样遵

循这一规则。

   5000m3级高炉比

4000m3级高炉更矮胖。

   越矮胖的高炉内容积

越大，对原燃料的要求

越高，对合理的煤气流

分布要求越严。



三、有关高炉炉型的选择

   设计炉型与操作炉型：

   宝钢1、2、3高炉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那时候都是

厚壁炉型。尽管设计炉型也是充分考虑了高炉工艺特点，

但是在实际生产中还是要侵蚀掉一部分炉衬使炉体的冷

却强度与炉内形成的渣皮达到相对的平衡，进而使高炉

生产达到稳定顺行，这时是最佳的操作炉型。随着生产

的继续，炉衬侵蚀扩大，甚至烧损了冷却设备，进一步

加剧炉衬的侵蚀，炉型不规则，高炉就难以稳定顺行，

操作指标劣化，这是高炉炉役后期的一般规律。

   2000年后高炉开发了薄壁炉型，这就不能提供高炉自

我修正炉型的能力，所以薄壁炉型的设计炉型应该尽可

能的接近最佳的操作炉型。

右图：左侧是设计炉型，右侧是停炉后侵蚀炉型。



三、有关高炉炉型的选择

   右图是宝钢1高炉第1代高炉

炉体砖衬侵蚀推移图。

   由图可见在炉腹、炉腰和炉身

下部炉衬侵蚀是很快的，投产后

不到1年时间，炉腰的炉衬从原

厚850mm侵蚀到了550mm以

下，使冷却壁在炉内露出了头。



三、有关高炉炉型的选择

关于薄壁炉衬：

   根据高炉炉衬的侵蚀规律，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再好的耐材也难以经受高炉内严酷的物理

和化学的侵蚀，最好的耐材就是冷却后形成自我保护的渣皮。这一理念已经被生产实践所

证明，比如宝钢3#高炉在更换冷却壁时发现炉内早就没有了耐材，只依靠冷却壁的冷却和

渣皮进行生产而且依然保持着顺行与高产。薄壁炉衬技术的特点是壁砖合一、加强冷却、

节约耐材、节省投资，减少施工时间，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继续保持高炉的长寿。这些特

点成为我国推广这一技术的动力。

   薄壁炉衬的技术关键是铸铁冷却壁制造技术的进步和铜冷却壁技术的应用等，作为炉型

设计而言应更加接近高炉的操作炉型。什么样的炉型才是高炉最佳的操作炉型？目前定性

的概念比较明确即要适当增大炉腰的直径，适当缩小炉腹角和炉身角，但定量的数据还在

探索之中，有文章指出“1000～4000 m3级现代薄壁高炉，炉腹角已经缩小到78～73°，

炉身角83～80°［8］”所给出的数据范围很大，大概就是这一技术还在探索中的原因。 



三、有关高炉炉型的选择

   右表是我国几座特大型薄壁高炉的炉

型数据。

   可以看出高径比遵循了上面已经展示

过的炉容越大，高径比越小的规律。而

炉腹角虽然比厚壁炉衬80°左右缩小了一

些，但是到底缩小多少为好？似乎还在

“摸着石头过河”。

   据北科大王筱留教授介绍：等效炉腹

角达到74°就能克服边缘气流过强的缺陷。

并说欧洲先进的高炉炉腹角只有70°



三、有关高炉炉型的选择

炉型数据中还有值得指

出一项是死铁层高度。

因为高炉料柱坐落在炉

缸液态的渣铁里，一定

高度死铁层渣铁对料柱

的浮力作用增大，有利

于减小炉缸渣铁的环流，

进而有利于减小炉缸侧

壁炉衬的侵蚀。目前的

共识是取0.20±0.05范围。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我



宝钢1高炉（第一代）

炉底、炉缸耐材的理

化性能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宝钢1高炉

（第一代）铁

口、风口和炉

身各部耐材的

理化性能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宝钢2高炉（第一代）

炉底、炉缸耐材的理

化性能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宝钢2高炉（第一代）

铁口、风口耐材的理

化性能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宝钢2高炉

（第一代）

炉身各部耐

材的理化性

能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宝钢3高炉

（第一代）

炉底、炉缸

耐材的理化

性能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宝钢3高炉（第一代）

镶砖冷却壁耐材的

理化性能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宝钢3高炉

（第一代）

炉腹、炉腰、

炉身中下部

耐材的理化

性能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宝钢3高炉

（第一代）炉

腹、炉腰、炉

身外侧及炉身

上部耐材的理

化性能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高炉耐材配置的原则：

1、炉缸是收纳冶炼产物液态渣铁的容器，要采用抗铁水渗透、熔蚀性好的、抗碱金属侵蚀好的、

导热性好的耐材—碳砖。典型型式是碳砖+陶瓷垫或陶瓷杯，关键部位配置微孔或超微孔碳砖。

2、风口区和炉腹是高炉中温度最高的区域，要求该区域耐材耐高温、抗碱性好、抗煤气和渣铁冲

刷性好、抗CO2和H2O氧化性能好的耐材。这部位主要使用刚玉砖、SiC砖、Si3N4结合SiC砖、

Sialon结合SiC砖或Sialon结合Si3N4砖。

3、炉腰和炉身下部是是软融带根部的位置。温度高波动大，受初渣、碱金属、锌的侵蚀和高温煤

气的冲刷，要求这部位耐材耐高温、热震稳定性好、抗碱性、抗氧化、耐磨、导热性好。主要有：

SiC砖、Si3N4结合SiC砖、Sialon结合SiC砖或Sialon结合Si3N4砖,Sialon结合刚玉砖等。

4、炉身中上部相对温度较低，主要受炉料的冲击和磨损、上升煤气流的冲刷、碱金属、锌和碳沉

积的侵蚀。此部位耐材要耐磨、抗碱性能好和较好的抗热震性能等。主要有：黏土砖、高铝砖、硅

线石砖刚玉砖等。

总之，耐材的选型对高炉长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这次我还找到了 《宝钢2高

炉本体砖衬侵蚀与评价》

一张图。图中把2高炉的砖

衬侵蚀情况与1高炉进行了

比较，很明显2高炉的侵蚀

比1高炉严重，但是通过对

现状的把握，采取相应有

效的措施，结果大大延长

了2高炉的寿命。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四、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配置和长寿业绩

   宝钢本部高炉的耐材质量在国内来说应该是好的。1高炉第一代是全部国外引进的。以后的各个高

炉炉缸部分的耐材全部是国外引进，炉体部分有一些是国产耐材，对供货商的质量验收非常严格。

耐材的砌筑规范1高炉第一代是在日本技术人员指导下实施，2高炉则按照1高炉的砌筑技术规范实

施。3高炉炉缸使用美国UCAR热压小块碳砖，也是在供应商的技术专家指导下砌筑的。

   然而其最终的长寿业绩却大相径庭：

   1高炉第一代设计寿命8年，实际炉龄达到10.6年，大修前炉缸没有严重问题，是考虑3期工程全面

投产前大修掉，以免影响三期工程投产后的产能发挥。

   2高炉第一代设计寿命10年，实际炉龄达到15.3年，一代炉役单位炉容产量达到11611t/m3，

   3高炉第一代设计寿命12年，实际炉龄达到19年，一代炉役单位炉容产量达到15700t/m3，成为

我国高炉的长寿冠军。

   1高炉第二代没有达到设计目标，其主要原因是大修时炉壳是留用上代高炉炉壳，炉缸的炉壳因焊

接质量原因而开裂影响了炉缸的寿命。

   4高炉第一代寿命最短，是炉缸侧壁温度升高，不得不提前进行大修。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1、 炉下部不

活性即炉墙结

厚问题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1、炉下部不活性

即炉墙结厚问题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2、炉体和铁口漏煤气

问题：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3、2高炉铜冷却板大面积破损问题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3、2高炉铜冷却板大面积破损问题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4、炉身中上部鋅

粘结问题

5、 3高炉连续

5次大凉问题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6、 3高炉冷却壁过早出现破损的问题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6、 3高炉冷却壁过早出现破损的问题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解决了高炉生产中的

疑难问题，才有技术

进步和创新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通过学习、消化、实践、创新的多次循环，逐个破解了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最
终在4项关键技术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冷、热强度好的优质焦炭和低SiO2烧结矿的精料技术
                    2、掌握了特大型高炉煤气流分布的特点，保证了长期
                          的稳定顺行的操炉技术
                    3、开发了200kg/t-p以上的高炉大喷煤技术
                    4、探索成功了高炉长寿的系列技术

  宝钢高炉炼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整整走过了11年艰苦的奋斗历
程。

五、解决高炉疑难问题是高炉能否实现长寿的极为重要操作因素



  由于大型高炉对原燃料有更高的要求，所以要操作好大型高炉就必
须从精料工作入手：

  （1）化学成份稳定:入炉铁份和炉渣碱度的波动会造成高炉炉况的波
动，使焦比上升，产量下降。所以现代化的炼铁厂都设置有大型原料
场，进行原料的混匀作业。

  2007－2－27颁发的我国国标规定混匀矿σTFe≤±0.5%和σSiO2 
≤±0.2％

大分 若松 福山 千叶 君津 户畑 西马克 曼内斯
曼 宝钢

2007颁
发的国
标

σTFe ％ ±0.2-0.5 ±0.42 ＜
0.05 － ±0.167 － ±0.3-0.4 ±0.3 ±0.2 ＜±0.5 ＜±0.5

σSiO2 ％ ±0.12 ±0.165 ＜
0.03 ±0.2 ±0.08 ±0.128 － ±0.2 ±0.2 ＜±0.3 ＜±0.2

中国
世 界 上 烧 结 用 的 混 匀 矿 成 份 波 动 的 要 求

日   本 德  国
前苏

联

1、精料管理：

（1）混匀矿堆

积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宝钢股份本部炼铁厂
开发了混匀矿智能堆积
技术使混匀矿的质量提
高到新水平

通过数学模型优化，使标准偏差
达到了

            σSiO2   0.124
           σTFe      0.376
  为高炉精料的质量稳定奠定基
础。

原料主要技术指标  Raw & Material Operation data 1、精料管理：

（1）混匀矿堆

积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图7：  宝钢烧结矿TFeSiO2推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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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料管理：

（2）提高入炉品位：

尽管宝钢使用进口矿，

但是只有在入炉品位

实质性提高后，高炉

生产指标的面貌才焕

然一新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1、精料管理：

（2）提高入炉品位：渣铁比大幅度下降，是高炉获得一流指标的关键

烧结矿鉄份提高后，

高炉渣比降至300kg/thm以下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1、精料管理：
（3）控制入炉粒度： 由于高炉是属于竖炉移动床，要保持稳定顺行，对透气性有很高的要求，

所以精料工作必须要搞好原料的整粒和竭尽全力搞好筛网管理控制入炉粉末。

块矿 烧结矿 球团矿 焦炭
粒度范围 mm 6～30 5～50 9～16 25～75

小于粒度下限粉末含量 ％＜ 5 5 5 8
大于粒度上限大块含量 ％＜ 5 5 － 10

说明

高 炉 原 燃 料 的 粒 度 要 求

块矿和球团矿的含粉要求是＜5mm的粉料＜5％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1、精料管理：
• （4）控制好原燃料的冷热强度：不仅关注冷强度而且要关注还原后的强度。

宝钢分公司焦炭冷热强度推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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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的冷热强度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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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料管理：
（5）有害元素控制：严格的控制K、Na、Zn有害元素入炉,因为它既要加剧焦炭破损，又要加剧高炉炉

衬的侵蚀。下图是世界上一些厂家对K、Na的控制实绩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1、精料管理：
（5）有害元素控制：精料工作还要严格的控制K、Na、Zn有害元素入炉,下图是世界上一些厂家对

Zn的控制实绩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1、精料管理：
（5）有害元素控制：精料工作还要严格的控制K、Na、Zn有害元素入炉：

通 过 平 衡 计
算 ， 进 行 锌
负荷控制例

宝钢的控制标准：K20、Na2O入炉量＜2kg/thm
                                   Zn    入炉量＜0.15kg/thm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2、送风制度选择

（1）风量的选择
2000至2010年宝钢高炉10年平均送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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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比大致1.5～

1.6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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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风制度选择

（1）风量的选择

（极限Vbg和实绩Vbg）

宝钢1BF第二代的工
作范围在红圈内

    风量的选择要考虑高

炉最大炉腹煤气量的限

制，为了控制炉腹煤气

量避免接近或超过极限

值，此时若再要增产就

需提高富氧率。实绩的

Vbg,其Vbg指数在5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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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日本对大型高炉的研究，当炉
缸循环区所占的面积是炉缸总面积的
50%时，高炉可获得最佳的透气性和
燃料比，即：((D2-（D-2L)2)/D2=0.5
时最佳,
式中D是炉缸直径、L是循环区深度

根据公式推导出循环区深度的公式： 
L=D*(1-SQRT(0.5))/2
由此计算出最佳循环区深度L，如右
表所示：

实际循环区深度是最佳循环区深度减
去风口伸入炉缸内的长度

（这里风口伸入深度设定了0.4m）

炉缸直
径

最佳循
环区深
度

扣除风口长
度的最佳循
环区深度

m m m

宝钢1高炉 13.4 1.96 1.56

宝钢2高炉 13.4 1.96 1.56

宝钢3高炉 14 2.05 1.65

宝钢4高炉 14.2 2.08 1.68

宝钢2高炉第二代 14.5 2.12 1.72

宝钢1高炉第三代 14.5 2.12 1.72

鹿岛3BF(1) 15 2.20 1.80

大分2BF（2） 14.9 2.18 1.78

千叶6BF（2） 15 2.20 1.80

君津4BF（2） 14.5 2.12 1.72

君津3BF（3） 14.5 2.12 1.72

新疆高炉 11.2 1.64 1.24

上钢一厂高炉 11.1 1.63 1.23

鞍钢新1号高炉 12.4 1.82 1.42

鞍钢新2号高炉 12.4 1.82 1.42

济钢1750高炉 9.5 1.39 0.99

梅钢4070高炉 13.3 1.95 1.55

宁钢2500高炉 11.2 1.64 1.24

曹妃甸高炉 15.5 2.27 1.87

（2）循环区深度的选择

2、送风制度选择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2）循环区深度的选择

2、送风制度选择

 根据统计数据回归，实际生产中不同容积高炉的循环区深度的演变：

右图所示：随着炉容的扩大
循环区循环区深度是增大的。

左图所示：随着炉容的扩大
循环区面积比是降低的。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2）循环区深度的选择

2、送风制度选择

循环区深度与鼓风动能的关系

根据宝钢的经验公式：
         D=0.88+0.92×10-4E－0.31×10-3PC/n
式中：E－鼓风动能，kg.m/s；PC－喷煤流量，kg/h；n－风口数；

式中：xO2 ：富氧率 %；BH：鼓风湿度 g/m3；O2：喷吹氧量 m3/h；d：风口平均直径m
；n：风口的数量 个；Vb：风量 m3/min；BP：风压 kg/cm2；BT：风温  ゜C

  按上述公式可计算出鼓风动能，并进而计算出循环区深度，但这种计算出来
的循环区深度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却不得而知，最好进行实测验证。

 宝钢本部高炉鼓风动能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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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循环区深度的选择

2、送风制度选择

宝钢本部2BF风口焦样的粒度分析
（数据摘自北科大吴铿《高炉炉芯焦性质和炉缸状态的分析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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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判断的循环区深度

实际的循环区深度可以
通过风口焦取样机的取
样测定，来间接获得。

当风口焦的径向粒度分布的粉焦
明显上升之处就是循环区的边缘，
这要比计算来得更准确，可见宝
钢4063m3高炉的循环区深度大
致接近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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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风制度选择

（3）鼓风动能的选择 宝钢本部1号高炉鼓风动能年均数据推移图
（用休风率修正年均数据后）

(原炉容4063m3,2009年2月大修后为5046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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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本部1高炉10年间年均

鼓风动能大致在140～150kJ

水平，由此使宝钢4063m3

高炉循环区的深度大致在

2.0m左右,并获得了稳定顺行

和良好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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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风制度选择

（3）鼓风动能的选择

    为了保证获得最佳的或接近最佳的循环区深度，使煤气流的初始分布比较合理，
就需要维持合理的鼓风动能，根据宝钢集团内容积大小不同高炉的实践经验，我
们总结了不同炉容高炉的合理鼓风动能范围大致是：

        ＞4000m3高炉——————————140～150kJ
   3200m3左右高炉——————————120～130kJ
   2500m3左右高炉——————————100～110kJ

    要达到这一范围的鼓风动能，首先要维持合理的风速，大致是：250-270 m/s，
焦炭强度好，风速可以高一些，反之就低一些。要实现这一风速，就要使风量、
风口面积、风温、顶压达到合理的匹配关系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3、装料制度的选择

（1）批重的选择:宝钢本部高炉的矿、焦批重的选择：  

上述高炉的炉腰
焦炭厚度大致在
220～270mm范
围，生产指标良
好，可供参考。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3、装料制度的选择
（1）批重的选择:  日本新日铁对批重选择的研究

①焦炭批重大小与炉腰直

径呈正相关

②为了保证良好的透气性，

在炉腰处需要保证焦炭层

厚0.3～0.35m左右，由此

来决定焦炭批重。

③喷煤后，负荷加重，焦

炭层厚有所降低。

④适宜焦层的厚度有利于

煤气流通过，降低压差。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3、装料制度的选择

（2）布料模式的选
择  

Ⅰ、无料钟布料的原则：

① 根据落料轨迹的测定，把握好料流中心线碰撞炉墙的角度。

② 档位角度的角差设定，尤其是外侧，一般均匀地控制在2°和2.5°。

③ 关注溜槽料流落下的分散度。圆形溜槽料流散开宽度大，方形溜槽料

   流散开宽度小。宝钢使用方形溜槽。

④ 布料平台宽度大致是炉喉半径的1/3。大高炉布料宽度应当在9°～12°范
围内，不宜过宽。要尽量形成象钟式布料那样的中心漏斗。

⑤　焦、矿的布料范围原则上要同宽度。

⑥　布料的关键点：是合理的布料的宽度，造就合理的平台的宽度和漏斗深
度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3、装料制度的选择

（2）布料模式
的选择（3BF
的案例）  

档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度 48 46.5 44.5 42.5 40 37.5 34.5 31 27 22 15

档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度 48 46.5 44.5 42.5 40 37.5 34.5 31 27 22 15

料线1.4m

焦炭布料
初始落点

矿石布料
初始落点

宝钢本部3高炉布料落下轨迹图

档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料线

度 44 42 40 37.5 35 32.5 30 27 22.5 19 15 m

C 2 3 3 3 2 2

O 3 3 3 3 2
1.4

宝钢本部3高炉布料档位的设定案例

Ⅱ、初始布料角度的

选择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3、装料制度的选择

装料制度与十字测温的温
度分布
① 大型高炉的煤气流分布控
制，特别要注意防止边缘过
重。
② 大型高炉的炉下部不活性
（即炉墙粘结）和大凉是边
缘过重的结果。
③ 合理的炉顶十字测温温度
分布，边缘要有一定上翘。
这是宝钢本部高炉经过实践
反复验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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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料制度的选择
（3）煤气流分布

装料制度与十字测温的温度分布的注意事项

① 目前十字测温装置皆改成倾斜的悬臂式，所以特别要关注它的安装部
位，如果安装位置过高或倾斜角度过大，是不利于正确反映炉顶煤气温度
的分布状况。

② 十字测温中心温度（CCT）的变化与多种因素有关：

※ 十字测温中心部位温度过高会造成粉料结块,造成CCT温度低下的假。
※ 料面漏斗的形状会影响十字测温温度分布的图形。如果料斗过大，焦
炭容易滚向中心，也会造成CCT温度低下的假象。
※ 原燃料含水量的波动等

 要正确处理CCT温度下降问题，重要的是确诊原因！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4、热制度的控制原则
  

  大型高炉切忌热制度的大幅波动，尤其要避免大凉炉况，否则出渣铁困难，恢
复时间长，损失惨重。所以稳定热制度是每天操业会的主要内容：

1、根据每个高炉的具体条件如：风温、风湿、渣量、焦炭灰份、焦炭含
   水量、ηco、［Si］、喷吹煤质量、落地焦、落地矿用量等确定O/C和
   燃料比并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达成平衡的热量水平；

2、生产中则要关注上述构成平衡的各因素的变化，并以这些变化量折算
     成燃料比的变化量，予以及时调整

3、特别要注意热平衡系列以外的因素的变化，如：天气、冷却设备漏水、
   炉墙粘结物脱落、低料线、连续崩滑料等

炉凉往往是对热量变化因素把握失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4、热制度的控制原则
  A、炉热控制的注意点：

    ① 作业长（或工长）在控制炉热时，心中一定要有热量平衡的概念 保持了热量平衡，炉温波动不会

出大格；

    ② 作业长（或工长）在控制炉热时，一定要准确判断，炉热的发展 趋势，切忌反向；

    ③ 作业长（或工长）在控制炉热时，一定要掌握与炉热有关的内外部各种因素变化的信息；

  B、造成炉热大凉的主要因素：

    ① 连续崩料、或严重管道行程。从风压、压差、探尺、透气性指 数、炉顶温度和煤气利用率上会有

明显反应，需要及时减风和 加焦；

    ② 炉墙渣皮脱落和生矿大量进入炉缸。从探尺、炉墙温度、风口有明显迹象；

    ③ 冷却器漏水。可以从补水量和炉顶煤气的含H2量上表现出来；

    ④ 长时间的低料线需要补入一定热量并需要减风控制料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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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热制度的控制原则

  C、炉热调节动作量选择的注意点：

     ① 目前风温、风湿已经用足，几乎已不作为调节手段；

     ② 减风控制料速，要按减风量大小和减风时间的长短，补充热量；

     ③ 炉温下降的初期，还在比较充沛时，用喷煤量调节炉热是有效的；

     ④ 当炉温已经明显凉行，炉渣发黑，则必须加焦，切忌以单一增加喷煤量企图扭转凉行的做法；

     ⑤  严重凉行时除了减轻足够的焦炭负荷以外，还要补充一些净焦，净焦加入的间隔应先密后疏。

    D、处理大凉炉况的关键点除了及时补足热量（焦炭）外，另一个重点是炉前作业：

     ① 要采用大钻头并勤透铁口，把凉渣、凉铁尽可能放出来；

     ② 要及时放大沟残铁，防止凝死；

     ③ 对多铁口的高炉而言，最好要留有后备铁口，不要全被凝死。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俗话说：炼铁先炼渣。如果炉渣流动性差，既影响炉况顺
行，又影响出铁还影响铁水质量。
  一般来说CaO 、SiO2、MgO 、Al2O3是构成高炉渣的四
大成份，所以评价高炉渣有二元碱度、三元碱度和四元碱度
  大致上：二元碱度——1.15～1.25
          三元碱度——1.40～1.50
          四元碱度——0.95～1.05

A、高炉炉渣碱度的选择与渣比有关（本人的经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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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宝钢部分高炉炉渣成份和碱度实绩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Ｃ、宝钢本部高

炉主要炉渣成份

和碱度实绩

宝钢分公司高炉炉渣特性数据推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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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Ｄ、Al2O3含量对炉况的影响

随（Al2O3）的波动，
压差几乎同步波动

随（Al2O3）的上升，［S］呈
同步上升趋势，脱硫能力下降

六、高炉精料和合理的操作制度是高炉长寿的保证



Ｅ、（Al2O3）和（MgO）含量对炉渣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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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的煤气流分布应该保证：

（1）炉料的长期稳定的顺畅下行
（不崩、不滑、不悬）即长期的稳
定顺行

（2）煤气与炉料的良好接触，最大
限度地完成煤气和矿石之间的物理
能和化学能的传递；

 （3）合理的煤气流分布应该有较强
的中心气流和适当强度边缘气流

1、什么是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七、有关高炉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下部调剂的手段：
风口面积、风量、风速和鼓
风动能、风温、风湿、富氧
率

上部调剂的手段：
焦炭和矿石批重、排出顺
序、布料溜槽的起始档位角
度、布料的宽度、料线，其
核心是控制径向矿焦比例分
布。 

下部调剂的手段：
风口面积、风量、风速和鼓
风动能、风温、风湿、富氧
率

下部调剂的手段：
风口面积、风量、风速和鼓
风动能、风温、风湿、富氧
率

下部调剂的手段：
风口面积、风量、风速和鼓
风动能、风温、风湿、富氧
率

中部调剂的手段：
冷却水量、水速、水温，以
获得合理的冷却强度

下部调剂的手段：
风口面积、风量、风速和鼓
风动能、风温、风湿、富氧
率，其核心是控制适宜的循
环区深度

2、如何获得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七、有关高炉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1）十字测温：
W值=边缘4点温度平均值/炉顶温度
Z值=中心5点温度之和/炉顶温度
Z/W=上述数据之比，表征中心流和
边缘流的相对关系；
（2）炉喉（钢砖）温度：表征
边缘气流强弱的一种参数；
（3）炉身探测器：
测定炉身上部径向的温度分布和
煤气成份分布（现在我国不多）
（4）炉身静压力：表示炉身高
度方向煤气流通过的难易程度；
（5）炉体温度和炉墙热负荷：
表示粘结物和操作炉型状况；
（6）风口鼓风动能：表达下部
煤气流初始分布状况。

炉顶温度炉顶温度炉顶温度

3、有关煤气流分布的表征参数：

七、有关高炉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4、我国高炉煤气流分布的几个不同型式：

（1）左上边缘发展型的
煤气流分布 
（文革期间鞍钢为代表）
（2）右上中心发展型的
煤气流分布
（文革后期首钢李马克
为代表）
（3）右下中心气流为主
兼顾适当疏松的边缘煤
气流的分布图形。
（改革开放后的宝钢为
代表）

（1）炉身取样CO2图形

（1）炉身取样CO2图
形

七、有关高炉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4、我国高炉煤气
流分布的几个不
同型式：

（1）左上边缘发展型的煤气流分布；
（2）右上中心发展型的煤气流分布；
（3）右下中心气流为主兼顾适当疏松的
边缘煤气流分布。

（2）炉顶十字测
温图形

七、有关高炉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1988年我有机会去日本千叶川崎高炉考察，
他们告诉我要解决炉墙粘结问题，一定要使
十字测温的边缘温度如煮熟的虾米那样使其
尾巴翘起来。回国以后我就按照这个原则去
调节边缘煤气流强度，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效
果。

什么才是合理的煤气流分布？其要点是获得边
缘和中心煤气流的合理匹配

5、合理的煤气流分布尤其要控制好适
度的边缘气流：

七、有关高炉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当边缘很重时铜冷却

壁渣皮厚度可达近

500mm，最薄也有

95mm，渣皮不稳脱

落频繁，称为剧变区

，最合理的是当边缘

煤气温度达到1300-

1400℃的缓变区，渣

皮最稳定。

边缘过轻边缘过重 最适宜区域

5、合理的煤气流
分 布 尤 其 要 控
制 好 适 度 的 边
缘气流：

七、有关高炉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我们要获得合理的煤气流分布才能保持高炉的稳定顺行稳产高产。合理的煤气
流分布是有较强的中心气流，适当发展的边缘气流。宝钢高炉煤气流分布合理的
特征是：
（1）炉顶十字测温中心温度（CCT）大致在600±50℃
（2）标志边缘气流强弱的W指数，大致在0.6左右
（3）风压平稳、煤气利用率平稳，没有大的波动
（4）下料料速均匀，没有时快时慢现象，没有崩滑料现象
（5）炉体水温差大致在3-5℃，说明渣皮厚度合适
（6）铁水温度充沛而温度大致在1510±10℃，铁水呈“高温低硅”状态
（7）炉渣碱度稳定大致在1.22±0.02范围，铁水含硫［S］＜0.030%
（8）炉顶压力曲线随装料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没有高压尖峰
（9）炉芯温度较高而平稳
（10）炉前各铁口之间出渣铁时间（包括见渣时间）差别不大，

七、有关高炉合理的煤气流分布



 1、高炉长寿管理工作内容：
（1）组织落实：有主管领导，有各参加单位和相对固定的人员。
（2）工作内容落实：高炉、热风炉检查和跟踪的重点部位有专人负责
（3）会议制度落实：一般一年一次全体会议，遇到问题有专题研讨会
（4）每年对高炉炉体和热风炉炉体做出状态诊断报告（体检）
（5）根据诊断报告提出下一年度的高炉、热风炉长寿维护对策，技改

立项，申请费用等
（6）PDCA滚动前进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2、长寿管理组织体制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右图是宝钢高炉长寿管理炉体维护案
例一：

（1）高炉长寿工作要贯穿生产工作的
始终。

（2）要做长期细致的资料积累工作。

（3）要定期做出炉体（包括热风炉）
的健康诊断报告。

（4）定期举行长寿管理体现会议安排
年度长寿维护工作。不定期举行有关
长寿的专题研究会议，使高炉长寿工
作一直处于受控状态。

 3、宝钢高炉长寿工作案例：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右图是案例二：宝钢1

高炉一代炉役中所做

的炉体长寿维护工作

的总结归纳。如何及

时恰到好处进行这些

工作就是长寿管理体

系需要研究、安排、

落实

 3、宝钢高炉长
寿工作案例：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炉底砖衬侵蚀趋势管

理案例三：

要把握炉底电偶的历

史最高温度来计算炉

衬的残厚

 3、宝钢高炉长寿工作案例：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炉缸侧壁砖衬侵蚀

趋势管理案例四：

要把握炉缸侧壁电

偶的历史最高温度

来计算炉衬的残厚

 3、宝钢高炉长寿工作案例：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当炉缸侧壁温度快速上

升时TiO2负荷达到

15kg/t铁后才有明显效

果

宝钢1高炉（第1代）钛

矿护炉效果检查案例五：

 3、宝钢高炉长寿工作案例：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要注意温度则要重点关注，注意温度则要采取措施防止温度进一

步升高或快速升高，危险温度则要采取断然措施（包括减产）防

止进一步恶化。

炉缸侧壁温度

管理案例六

 3、宝钢高炉长寿工作案例：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S3
段
冷
却
壁
在
高
炉
上
的
位
置

3高炉更换炉身冷却壁案例七：

2004年3月24日，宝钢3高炉休

风6013分钟成功地更换了S3段

冷却壁，消除了炉身一大隐患。

使3高炉又焕发了青春，11月

份实现了利用系数2.624的高

产水平。

后来又更换的S4段铸铁冷却壁。

正因为这些长寿对策，才使3高

炉达到了19年炉龄。

 3、宝钢高炉长寿工作案例：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2高炉炉壳发红和微

冷安装管理案例八：

以展开图的方式详

细记录炉壳发红的

时间、部位以及微

冷安装是时间、部

位等，有利于全面

把控炉壳的状态。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3、宝钢高炉长寿
工作案例：  



2高炉炉体冷却管理案例九：

2高炉是冷却板开路冷却水

系统，炉役中后期炉体热负

荷是初期的1.8倍，冷却水量

也相应增加了1.48倍。3台

水泵全开，无备用。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3、宝钢高炉长寿工作案例：  



冷却板高炉硬质料压入管理案例十：

右图是硬质料压入造壁示意图。

硬质料是树脂结合的SiC-C质不定形耐

火材料，压入时末端压力有时会超过

25kg/cm2，每个孔的压入量100-

200kg。

宝钢1高炉（第一代）压入量达到247

吨，为保护炉壳不发红开裂起到了重

要作用。

八、宝钢高炉的长寿管理

 3、宝钢高炉长寿工作案例：  



九、宝钢本部高炉的长寿之路

1、1高炉（第一代）1985-9-15投产，设计寿命8年，实际生产10.6年

（1）1985-1987解决炉下部不活性问题，

（2）1985-1988集中解决铁口、冷却板法兰漏煤气问题，以后不断处理

（3）1987开始进行铁口和炉缸侧壁压浆，处理气隙问题

（4）1989开始处理铁口砖衬凸出的问题

（5）1987开始加入钛矿

（6）1992年开始炉身上部热态喷补

（7）1992年开始炉身中下部硬质耐材压入造衬

（8）1993年开始增设炉缸侧壁检测电偶



九、宝钢本部高炉的长寿之路

2、2高炉（第一代）1991-6-29投产，设计寿命10年，实际生产15.3年

（1）1992解决炉顶煤气风罩喷涂耐材大面积脱落问题

（2）1993开始炉缸侧壁压浆，处理气隙问题

（3）1995-1996解决冷却板大面积破损问题

（4）1995年开始硬质料压入

（4）1996处理锌富集而造成炉身中上部粘结的问题

（5）1996开始为控制炉缸侧壁温度上升而加入钛矿

（6）1997年开始开始处理炉身下部炉壳出现裂纹的问题

我于1998-10离开炼铁厂，后面的情况说不准确（略）



九、宝钢本部高炉的长寿之路

3、3高炉（第一代）1994-9-20投产，设计寿命12年，实际生产19年

（1）1994初炉顶试车时不慎向炉缸漏入大量水为及时发现，冶建单位烘烤处理

（2）投产后-1996解决美国西屋公司WDPF中控软硬件经常掉站的问题

（3）1994-1995中套连续破损问题的处理和解决

（4）1995-8-1冷却壁凸台管开始破损、1996-1-29冷却壁本体管开始破损讨论处理

对策，1997-2001不断安装微型冷却器，增加冷却水量

（5）1996处理解决高炉炉况连续严重大凉问题，改善了高炉顺行

（6）1997下降管内耐材脱落喷涂修补

（7）2004更换炉身S3段一环冷却壁

我于1998-10离开炼铁厂，后面的情况说不准确（略）



十、结语

1、高炉长寿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设计、安装、试车、投产到生产维护、检

修维护，贯穿着高炉整个炉役。在一代高炉的生产中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

的问题，需要不断的破解，只有破解了这些问题高炉才能达到和超过长寿

的目标。

2、需要组织落实，建立高炉长寿管理体系，持之以恒的进行诊断工作和资

料积累，准确把握炉体运行的“健康”状况，才能及时地、恰到好处地采

取对策，使高炉大病变小，小病变了，达到和超过高炉的长寿目标。

上述是我高炉工作实践的体会和经验，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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