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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重庆鑫腾冶金炉料公司 12．5MVA硅铁电炉原料发生变化的情况 ，分析 了生产工艺相关因素，提出了 

改善和稳定炉况的工艺措施。通过一年的实践，保持了良好稳定的炉况 ，达到 了提高电炉热效率和电效率 ，提高 Si 

元素收得率的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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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铁是一种高能耗产品，因此硅铁节能降耗具 整。 

有非常现实的重要意义。 

硅铁节能途径可以概括为生产过程节能 ，能源 

回收利用，加强能源管理三个方面，而前者是主要 

的。文章从生产工艺出发进行分析 ，提出措施以改善 

炉况、提高热效率和电效率、提高元素收得率 ，从而 

达到节能的 目的。 

1 电炉参数的优化调整 

电炉参数的确定与冶炼品种、原料性能、操作方 

法等有关 ，当原料发生较大变化后 ，必须考虑电炉参 

数的重新选择。熔点高、抗爆性好的硅石可选用极心 

圆功率密度大、电压较高的电炉参数；熔点低、抗爆 

性差的硅石要适 当降低极心 圆功率密度和电压等 

级。重庆鑫腾炉料公司硅铁生产原料中硅石品种较 

多，其质量和性能见表 1。随着原料理化性能的改变 

而炉况发生较大的变化，炉料板结，透气性差，渣量 

增大，电极难以深插 ，为此进行了电炉参数的优化调 

通过观测三相电极熔料 区大小和炉心熔料情 

况，可以判断极心圆直径是否合适。极心圆过大，炉 

心不熔料，三相坩埚不通 ；极心圆过小，电极难 以深 

插，炉心温度过高、熔料快，硅挥发损失增加。合适的 

极心圆直径既能使三相坩埚相通，又不造成炉心温 

度过高。通过表 2的比较选取极心 圆直径 26OO～ 

2 650 mm，然后再对电压进行优选，电压过高，电极 

下插不稳，电压过低 ，负荷难以用足，坩埚难 以扩大， 

合适的电压既能使电极稳插，又能达到较大坩埚。 

通过表 3的比较，认为二次电压选取 144～148V 

比较合适，在生产中根据实际系统电压高低调整二 

次电压等级，通过加料方式调整极心圆直径，以满足 

冶炼工艺要求。 

2 原料的优化调整 

2．1 不同性能的硅石合理搭配 

该公司生产硅铁所使用的硅石产地较多 ，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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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2．5MVA硅铁 电炉不同极心圆的炉况比较 
Tab．2 Furnace operating conditions comparison of V~ OUS e~ctrode circle in 12．5 MVA ferrosilicon furnace 

表 3 12．SMVA硅铁电炉不同电压炉况正交比较 
Tab．3 Orthogonal comparison of various furnace operating conditions based on voltage in 12．5 MVA ferrosilicon furnace 

量和理化性能差异较大。由于生产中硅石品种不断 

变化，使炉况产生较大波动甚至恶化 ，如采用全彭 

水硅石时，矿石熔点低 ，强度和抗爆性差，使料面易 

烧结，透气性差 ，电极难深插 化料速度大于还原速 

度 ；采用全江津硅石时，矿石品位低 ，杂质含量高 ， 

因此渣量大，产量低；仅秭归和合川I硅石可单独使 

用。为此根据硅石不同性能合理搭配 ，如彭水：合 

川I=l：l，彭水 ：秭归=l：l，彭水 ：江津=l：l等可以克 

服各种矿石缺点 ，使炉况顺行。 

2．2 调整矿石粒度 

根据硅石物理性能的差异调整硅石粒度 ，秭归 

矿强度和抗爆性好、熔点高，为了有利于还原反应 ， 

其粒度控制为 40-90mm为好 ；合川和江津矿强度、 

抗爆性次之，为了兼顾炉料透气性和还原反应，其 

粒度控制 以50-100 mm为好 ；彭水矿强度、抗爆性 

差，熔点低，为了改善炉料透气性，其粒度控制以 

60-100 mm为好。 

23 还原剂粒度的调整 

还原剂因强度和水分的差异 ，破碎后平均粒度 

产生变化 ，强度低、水分重的还原剂破碎后粉末多， 

平均粒度偏小。机焦强度好要求破碎粒度 8～20 mm， 

蓝炭强度较差要求破碎粒度 10-30 mm。水分重的焦 

炭破碎粒度可适当增加 1-2 nlilfl。 

2．4 还原剂合理搭配 

根据还原剂理化性能的不同，兰炭比电阻、反应 

性能好于焦炭，而焦炭固定碳和强度好于蓝炭的各 

自特性合理搭配，可改善炉况；提高经济技术指标， 
一 般蓝炭搭配比例为40％左右对改善炉况较好。 

2．5 还原剂配入量的调整 

还原剂配入量过多或过少会产生不正常炉况 ， 

影响冶炼效果。理论和实践表明，用碳量和硅的收得 

率之间的关系如图 l所示。用碳量越接近理论值，硅 

收得率就越高，电耗就越低。 

同时配碳量也会对炉渣成分产生影响，由于该 

公司原料质量较差 ，生产中有一定的渣量产生(即小 

渣量工艺控制)，为了能使炉渣顺利排出，保持炉况 

正常稳定，必须调整好炉渣成分，一般要求炉渣中 

SiC和 AI203含量要低 ，SiO2以 30％～40％为宜 ，当配 

碳量过多时，渣中SiC高，炉渣过稠而不易排出：当 

配碳量过少，使渣中SiO：过高而变粘也难以排出 

在该公司硅铁冶炼习惯性操作 中焦炭浪费 ／＼． 

过剩量多 ，不利于电极稳定 ，为此要求合理调整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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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配碳 量／％ 

图 1 75％硅铁配碳量对硅收得率的影响 

Fig．1 The effect of proportioning carbon ratio for 75％ 

ferrosihcon on the recovery percent of sihcon 

量。坚持混合料加入 ，减少焦炭烧损，一般配碳量按 

5％～10％的烧损控制为好，机焦取下限，蓝炭取上限。 

3 炉况维护方法的改进 

3．1 炉心增碳法 

因硅石理化性能较差，该公司在硅铁冶炼 中炉 

料板结，透气性变坏，使还原剂烧损增大 ，造成炉内 

反应区还原剂不足 ，电极难 以下插 ，硅 的挥发损失 

加大，针对这一现象，采用炉心增碳新工艺 ，利用废 

旧碳砖或断电极的机械强度好 ，固定碳高的特性 ， 

根据反应(2)，把废旧碳砖或断电极破碎成 30-50 mm 

粒度 ，人工加到炉心 ，通过捣炉使其进入炉 内反应 

区补充还原剂 ，改善炉料结构，提高 si。 

3．2不定期排渣法 

3．2．1工艺原理 

硅铁炉渣的主要成分是 SiC、SiO 、AI20，等，当炉 

渣中 SiC和 Al20，增多后 ，炉渣的熔点升高 ，粘度增 

大 ，出炉排渣不畅通 ，造成炉底上涨 ，电极上抬 ，坩埚 

缩小，炉况恶化。为了恢复炉况必须消除炉内积渣。 

以下各反应式为采取相应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Fea)+SiC =FeSi(I)+C ⋯⋯⋯⋯⋯⋯⋯⋯⋯(1) 
△G0

： 9900—9．14T ￡ ：810~C ． 

6SiO20)+1 2C圆+Fle =FeSi +5Si 十1 2CO ⋯⋯ (2) 

3CaO+AI2O3=3CaO·AI2O3⋯⋯⋯⋯⋯⋯⋯(3) 

根据反应(1)可将破解转化成 FeSi合金，降低炉 

渣中SiC浓度，根据反应(2)可将 SiO 还原成 FeSi合 

金，减少炉渣量 ；根据反应(3)可将 AI O，熔点和粘度 

降低，使其在出炉时能顺利排出。 

3．2．2造成 SiC渣积存的原因 

碳化硅生成和破坏的反应式有 ： 

SiOe+2C =SiC／．)+CO~ ⋯⋯⋯⋯⋯⋯⋯⋯(4) 

△ 一5 875—4．02T 

3SiOe+CO =SiC +SiO2 ⋯ ⋯⋯⋯⋯⋯⋯(5) 

△G兰一1 260227+581．13T t ≤1 896℃ 

Si +C =SiC ⋯⋯⋯⋯⋯⋯⋯⋯⋯⋯⋯⋯(6) 

△G 一100600+34．9T t ≤2609 oC 

1／2SIO2(1)+3／2C~=1／2SiC圆+CO ⋯⋯⋯⋯(7) 

△ 67 035—43．89T t =1 254℃ 

SiOe+SiC圆=2Si +CO ⋯⋯⋯·⋯⋯⋯·⋯‘(8) 
AGe

_

- 49 150—24．59T t ：1 725℃ 

1／2SiO(1)+SiC圆=3／2Sim+CO ⋯⋯⋯⋯⋯⋯(9) 

AGe--97 380—47
．364T t =1 771℃ 

3／2SIO2~+SiC圆=l／2Si+2SiO~+CO ⋯⋯(10) 

／XGL211 975—95
．69T t =1 942℃ 

SiO20)+2SICfsl=3Si~+2CO(g)⋯⋯⋯⋯⋯⋯(II) 
AGe

_

- 315 850—131．13T t ：2 136℃ 

从反应(4)一(7)可以看出生成 SiC的反应 比较容 

易 ，而从反应(8)～(11)可看出破解 SiC的反应 比较困 

难。当硅铁电炉热停炉或系统电压波动时造成电极 

起伏大，炉内反应区温度降低，或原材料成分发生波 

动，造成配料比失去准确性，若炉内出现多碳时生成 

SiC过多，而破解 SiC的 SiO 或 SiO减少 ，使 SiC破 

解反应不能充分进行，因而造成 SiC在炉底积存。 

3．2．3造成 Al O，渣积存的原因 

在该公司硅铁电炉原料中硅石品位低，铁屑中 

杂质和泥沙含量重 ，使得原料带入较多的 Al O，。由 

于 Al O，熔点高(2050℃)、粘度大，降低了炉渣流动 

性，使出炉排渣困难 ，所以造成 Al O，渣积存。 

3．2．4措施 

在炉况发生变化 ，有积渣时采用铁屑破坏炉内 

SiC和在料 比中配入 5～10 kg石灰石排 出炉内高 

Al O，渣 ，当炉内严重积有大量熔融的 SiO 时在附 

加焦炭的同时也可以附加铁屑 ，使坩埚 内的熔融 

SiO 按反应(3)还原成合金 ，减少渣量 ，使炉况稳定、 

顺行 。 

33 合金成分的控制 

合金含硅量越高，要求还原温度就越高，对原料 

质量性能和炉况操作维护要求更高，由于硅石质量 

性能较差，难以保持较高的炉温，还原反应速度与炉 

料熔化速度不匹配从而恶化炉况。为了加快还原反 

应速度，增加配铁量降低硅的还原温度，因此合金含 

硅量按 75％硅铁国际下限控制，即按 72％≤[Si】≤ 

74％范围控制。 

3．4冶炼操作 

在该公司习惯性操作中易造成炉料分层 ，电极 

起伏较大，经验性较强，各班操作不统一。为了减少 

炉况波动，统一操作，坚持混合料加入 ，维护电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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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加强炉料均匀透气 ，保持较大坩埚 ，避免生料进 

入坩埚内造成三相负荷不平衡，热量分布不均，降低 

反应速度。 

在配电操作中，须密切关注炉况。正常情况下， 

电极电流几乎全部进入坩埚区，支路电流占很小 比 

例，因此在配电时必须关注三相电极电流和对地电 

压的平衡，通过观察电极周围火焰和沉料情况判断 

该相电极放弧做功好坏，若对放弧做功差的某相电 

极急于下插来增大做功 ，这样只会增加支路电流，增 

加热损失 ，而对进入坩埚区的功率增加很有限，应准 

确分析原因，如电极结渣或大量生料进入坩埚区，及 

时与电炉操作工联系加以处理。保持三个坩埚稳定 

良好的放弧做功状态 ，保持较高的反应区温度 ，达到 

稳定 良好的炉况 。 

4 节能效果及讨论 

4．1节能效果 

2003年该公司 12．5 MVA硅铁电炉生产炉况稳 

定良好，生产率提高，电耗大大降低，8～12月平均电 

耗(Si≥72％)达到 8 142 kWh／t，较 2002年平均电耗 

(Si／>72％)降低 396 kWh／t，2004年 1～5月平均电 

耗(si≥72％)达到 8 1 14 kWh／t。 

4．2 讨论 

4．2．1由于硅石性能的变化引起炉料结构的改变 ，炉 

料比电阻减小，化料快，易于板结，透气性变差，电极 

难以深插恶化炉况 。通过调整电炉参数有利于电极 

深插 ，改善了电炉热效率。从电炉操作电阻与热能分 

配关系R操=C·R科得知：工艺要求 ，配热系数要根据 

炉料结构的改变而调整，在保持良好的热量分配(即 

合适的配热系数)时，电炉操作电阻 R操应与炉料电 

阻 科按 比例降低 ，从电工学上 R操= 有效／I搬，通过 

调整二次电压来达到合适的相电压 有效和 操。极 

心圆的调整使炉料电阻 操得到一定的提高 (炉料 

电阻 撮与极心圆直径 D撅的关系： 操 lnD撅)，有 

利于降低炉料化料速度，有利于电炉运行在较高的 

工作电压 ，得到较好的电效率。 

4．2．2合金成分合理调整 ，有利于加快炉内 SiC的破 

解和 SiO 的还原反应 ，也有利于炼钢终点成分的控 

制。加入兰炭炉料电阻增加，有利于电极深插 ，提高 

炉温，扩大坩埚，加快 了炉内反应。硅石合理调配 ，使 

炉料透气性有一定改善，熔化速度有一定降低，基本 

上达到与坩埚区反应速度相匹配，从而减少炉内积 

渣 ，改善了炉况 ，提高了电炉的热效率 ，提高了 Si的 

收得率。 

4．2-3从 C．O．si系的平衡(见图 2)可知，炉料配碳量 

的准确性影响炉内正常反应，配碳量过多，炉内生成 

SiC多 ，进入坩埚 区 SiO 不足 ，形成 SiO压力过小， 

降低了SiC破解速度，使炉内积 SiC渣增多，配碳量 

过少 ，进入坩埚区 SiO 过多，使炉内积存的 SiO 炉 

渣增多，并按反应(12)消耗合金 si形成 SiO压力过 

大，造成 SiO挥发损失增加 ，过多的 SiO通过料层加 

热炉料并按反应式(12)的逆反应放热 ，使炉料形成 

较多的熔融 SiO 造成炉料板结 ，透气性变差，导电 

性增强 ，不利于电极深插。合适的配碳量既保证了炉 

内正常反应 ，减少渣量 的生成 ，又能促使 电极深插 ， 

扩大坩埚，加强炉料预热和按(4)、(5)、(7)式反应， 

强化 SiO的捕获(因(4)、(7)反应是强吸热反应)，提 

高电炉热效率和 si的收得率。 

O2回+2Si =2SiO ⋯一⋯⋯⋯⋯⋯⋯⋯⋯⋯·(12) 
A6~=630 1 13—290

．
56T t开：1 895 oC 

0一 

O一 

I_／ 

围 2 Si．0 系的平衡 

Fig．2 The balance of Si—O—C system 

及时处理炉内积存 的 SiC、SiO 、A1203炉渣 ，有 

利于电极深插稳插 ，尽快恢复炉况正常，通过对炉况 

的正常把握，采取合理的操作 ，使炉内坩埚获得更多 

有效功率 ，加快炉内还原反应 ，保持炉况稳定 良好 ， 

以使电炉获得稳定良好的热效率、电效率，获得高的 

Si收得率。 

5 结语 

5．1提高电炉热效率和电效率 ，提高硅元素的收得 

率是硅铁生产过程节能最有效的措施 ，通过电炉参 

数和原料的优化调配，控制合适的配碳量和合金成 

分，可起到改善炉况的效果。 ‘ 

5．2稳定炉况是硅铁生产过程节能的保证措施。根 

据炉况恶化的不同原因，采取适当的工艺排渣措施 ， 

能及时恢复和稳定炉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