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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消耗的原因及降低的措施

1 电极的消耗机理

电极作为冶炼中的导电材料，其消耗与电耗成正比。

电极消耗除与自身质量有关，还与冶炼过程中如下消耗有关。

1.1 电极端部与外圆表面的消耗

电极电弧有长、中、短。

熔化炉料和升温取决于电弧功率。

弧长与二次电压成正比，与二次电流和升温速度成反比。

电极的抗氧化性和抗热震性很重要。

电极的端部消耗：

（1）电弧高温中产生的升华；

（2）与钢水和钢渣接触中产生的化学反应。

电极的氧化损失约占总消耗的~2/3。
氧化消耗与两因素成正比（1）单位氧化速度×面积；（2）时间。

加热时间越长消耗越大，电极上安装喷淋系统十分必要。

正常冶炼中电极进入钢水的碳一般为~0.01%。

其端部消耗呈非锥尖状为正常现象。

1.2 冶炼中的电极的残体消耗

残体消耗是指冶炼中电极因故掉入炉内。

残体的产生：

（1）接头和电极的内在质量；

（2）且还与炉内布料分布；

（3）炉内气氛；

（4）送电操作等因素。

主要的外观现象：

（1）底端部有“人”字型裂纹，且有大型纵裂或劈裂；

（2）连接处不严使接头先行氧化而脱落或折断；

（3）连接不到位或配合不好而产生脱落或折断；

（4）电极受外力作用发生接头或孔底部折断；

（5）电极受外力作用发生接头或孔内部折断；

（6）送电曲线、操作不合理造成电极严重折断；

（7）电极本身质量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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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电极质量可靠，正常生产中产生量不大，但产生厂对却很重视。

1.3 电极表面氧化剥落并伴有开裂和掉块的消耗

（1）在正常冶炼中，若电极表面出现凸凹不平或伴有剥落和掉块现象，

那么在钢水中就存在增碳问题。

该现象反映：1）电极的抗氧化性和抗热震性差；

2）炉内还原气氛不够，致使电极过氧化。

（2）若存在严重的脱落，那是电极本身的问题；是非正常消耗。

1.4 冶炼中电极折断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在冶炼中产生折断，它分：人为折断和机械折断。也是影响消耗的最

主要因素。

偶尔发生折断是正常的，但连续发生折断不正常。

1.4.1 人为折断

主要包括：吊运中磕碰、划伤，连接不到位或方法不当，平持器中滑

动不当，硬碰撞或传动控制灵敏度差等。

1.4.2 机械折断

机械折断中除机械故障外，电极质量问题和操作问题往往是同时存在

而且很难分清。主要存在以下现象：

1.4.2.1 电极本体折断现象

（1）电极有结构缺陷，强度较低；

（2）三相电极严重不垂直，且有挂渣或刮炉盖现象等。

折断时声音很脆很大。

1.4.2.2 电极本体孔底折断现象

（1）电极端部结构疏松或有暗纹、接头与孔配合不当或材质差异线膨

胀系数不匹配；

（2）整相电极不同心，电极行程过长或升降不灵敏；

（3）炉内面料不合理，电极下方有不导电物等。

折断时声音不大但倾斜较重。

1.4.2.3 接头折断呈不规则现象

（1）接头加工锥度有差异或接头孔椭圆度过大；

（2）联接时孔内灰尘多，接触电阻大，使接头丝扣局部氧化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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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极联接不到位，未达到力矩要求，产生松动；

（4）把持器倾斜，电极与炉盖孔不同心等。

折断时声音脆而小。

1.4.2.4 接头折断呈规则现象

（1）接头自身质量差异大，接头强度不能满足冶炼炉况的需求；

（2）电极孔与接头公差配合不当或联接力矩达不到要求，产生退扣；

（3）供电中二次电流波动范围过大或有突增现象，最大瞬间电流远超

过额定值 1.2 倍以上；

（4）输入功率大时产生的热震大，电极联接处发红，说明电阻过大。

折断时声音发闷。

2 冶炼中影响电极消耗的因素

电极把电能传入炉内，转变成热能达到加热、升温目的。

LF 是以电弧加热来成分微调、去气、去杂质的过程。

冶炼中广义的电极消耗可分有功消耗，也自然消耗或叫技术消耗。无

功消耗是未参加加热过程或未参加加热过程的有形消耗，也是非技术性消

耗。

2.1 影响电极消耗的主要因素

电极的消耗贯穿整个冶炼过程，其消耗受许多因素影响，这里仅对操

作因素做剖析。

（1）钢包保温效果、造渣效果不好而延长冶炼时间；

（2）供电设备与电极规格不匹配；送电是高流低压操作。

1）若供电能力大而超出电极极限负荷时，起弧 5~10min 内电极出

现由下至上的发红现象，联接处界线十分明显，且大多有折断事故发生。

2）电流过高或波动过大，联接处接头折断频率提高，且底部消耗呈

锥尖状。

3）若供电能力低，炉温达不到要求，需延时操作。

4）超负荷与超时操作对电极的消耗是最大的。

（3）送电曲线和挡位的选择，对起弧和稳弧电压电流的控制，对长、

中、短弧的配合使用，水冷系统的配置和应用等，都对电极的消耗起到了

关键作用。

（4）电极的抗氧化性及抗热震性和质量波动对电极消耗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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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极消耗的对比

一定时期内的工艺和运行状况变化不大时，电极消耗是基本均衡的。

随着包龄延长或工艺的变化，电极消耗有所波动是很正常的。

2.3 对冶炼中电极折断的进一步分析

冶炼中偶发电极折断是正常现象，而对于大型 LF 炉则视为事故。

处理电极折断残体是操作中最辛苦的，其结果是消耗高、加长冶炼周

期、产量降低、成本提高。

先进的大型 LF 炉基本不允许有电极折断现象。

冶炼操作中须对以下 5 方面重视：

2.3.1 冶炼工艺

电极升降与小炉盖必须同心，避免热震动时发生刮碰而折断。

2.3.2 送电制度

(1) 避免电流过大波动和长、短弧频繁变化而产生热震动过大 ;
(2) 超载运行（一般 20%），若起弧电流超过额定值接头易发生折断。

2.3.3 冶炼炉况

(1) 冶炼过程就是造渣，是否泡沫渣操作对电极的底部增碳消耗和掉头

及圆周表面消耗也关系重大。

(2) 电流频繁变化，加大热震动，对联接部位(接头强度 )影响大。

2.3.4 电极储运

(1) 存储电极要避免与液体介质接触，否则受热后将出现鱼鳞状掉块。

(2) 存放接头要避免与高温热源接近，否则受热后接头拴易熔化流出。

2.3.5 电极质量

对大型 UHP 和 HP 上限的电炉，所提供的电极须要提高质量。

(1) 一定消除结构缺陷或强度不足问题，否则会发生接头折断。

(2) 电极端面的加工精度差，若有缝隙就会产生透气现象，并伴有局部

发红。送电 10min 左右联接处明显发红，连续冶炼 2~3 炉后其内扣易氧化

而发生折断或脱落事故。

(3) 公差配合不论是松动还是连接不到位，只要有缝隙就会发生折断或

脱落。从使用情况来看，该部位出现的问题大多是由公差配合所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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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极消耗计算

净耗是指冶炼中电极被高温升华、氧化和参加反应掉的技术性消耗。

毛耗则是净耗与未参加完冶炼而损失的和。

钢铁行业都以毛耗来评价电极的实物质量。

3.1 产量法

以一定时期产出的钢水量(成品)为基数，以同期内电极的投入量扣除

炉上剩余量为消耗量。

吨钢电极的毛耗：

吨钢电极的净耗：

其中：MZ 为电极的总消耗量(投入量 -炉上剩余量)，kg/t;
MC 为电极的纯消耗量(投入量-炉上剩余量-损失量)，kg/t;
MG 为钢水的成品量， t。

3.2 电耗法

以一定时期内纯加热时间的电耗累计量为基数，以同期内电极的投入

量扣除炉上剩余量为消耗量(LF 炉则以每升温 1℃耗电和电极来计算)。每

kWh 电极的消耗量：

其中：MC 为电极的纯消耗量 (投入量 -炉上剩余量-损失量 )，kg/t;
QH 为纯加热时间内的电耗累计量，kWh。

电耗法虽然未考虑冶炼技术消耗以外的损失部分，这种方法对电极的

批次间质量有明显的对比。

综上所述，冶炼中对电极的消耗评价是不公平的，应采用综合评价法。

即以产量法来评价电极的整体质量水平和适应性；以电耗法对批次间的电

极质量和炉况做出对比；同时还要考虑到冶炼中的其他消耗。

4 降低电极消耗的途径

（1）解决接头折断问题；

（2）电极的抗氧化和抗热震性

下面主要从冶炼生产中来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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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型 LF 炉技术

（1）喷淋水冷使电极的单耗降低 1/3；
（2）提高钢包的保温性能，缩短冶炼时间；

（3）合理使用渣系，快速熔化渣料，快速脱硫，减少冶炼电耗；

（4）采用合理工艺布置，减少钢水的等待时间，减少电耗。

（5）采用物流跟踪和智能排产系统，减少钢水等待时间，节约电耗。

4.2 采用新型供电设备的降耗

阻抗 LF 炉操作和炉内自动监控系统对电极的控制，减少电耗，减少

电极损耗。

4.3 严控送电制度中的降耗

严控送电制度是保证正常冶炼的前提，不同的钢种和冶炼工艺有相对

应的起弧电压及电流挡位，防止电流波动过大，并严控电流峰值工作时间。

有效地防止了电极发红和无功氧化消耗及炉内折断。

4.4 规范使用中的降耗

（1）电极厂须严格要求或现场指导用户对电极的储运保管和电极的联

接。

（2）电极的联接技术，原则上大规格电极必须要求炉下连接；

（3）连接时避免冲撞产生螺纹碎块；保持上支电极的始终垂直状态；

均匀旋合到 8~10mm 时，再用惯性锁紧，而后再用长臂扳手施加预紧力矩，

拧至不能旋合为止，有缝电极不能上炉；

（4）若相序问题且连接很好时，最好不要打固定销子。

目的是避免折断和脱落损失。

（5）要及时续接加高电极，防止丝扣损坏；

（6）滑动电极时必须要有软连接，避免发生硬碰撞；

（7）把持器与电极必须保持垂直，防止与小炉盖刮碰电极；

（8）电极浸渍处理，节省电极消耗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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