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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行业创新与技术

齐心协力创造
冶金行业的未来

涵盖从原料到成品的整个
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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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物和环境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时时刻刻都在

发生着。影响的结果可能是长期的，也可能是短期的；影响的范围可能

是有限的，也可能是广泛的；受影响的方面可能为数众多，也可能寥寥

无几。比如在一条河上建一座桥，或者对其他道路基础设施进行改造，

能够在数十年内使许多人节省大量的出行时间和燃油成本；创办一家

公司，也许能够为一部分人带来长期的收入来源；而具有一定地位的政

治领导人作出的决策，则可能造福于全国乃至全球的亿万人口。

开始于176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无数

的普通民众从中受益。依靠当时的一系列突破性发明和进步⸺比如

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对蒸汽机设计的重大改进⸺手工生产方

式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取代。铁和其他金属的生产尤其如此。由于

金属的生产成本同过去相比明显降低，工具、农具、车轮和车辆的制造

得以迅速发展。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

化，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层次。

冶金工艺的领先发展使炼钢成本大幅降低 。这样的技术进步包括：

18世纪开始用煤(代替木炭)来熔炼铁矿石；18世纪推广了贝塞麦、托

马斯和西门子-马丁炼钢工艺，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采用

LD(BOF)转炉技术。全球年人均钢材消费量从1760年的接近于0增加

到如今的225 kg。根据国际钢铁协会(worldsteel)的统计，全球钢铁行

业的正式员工约为200万人。作为一种用途极其广泛的材料，钢现在是，

并且将来仍会是汽车、建筑、运输、能源和机械制造等行业使用的占有

支配地位的金属。国际钢铁协会估计，假定钢或钢产品的生产、销售、加

工和服务所涉及人员数量的倍增系数是25，那么，这个工业领域直接或

间接雇用的人员超过5,000万。如果再算上从事采矿和其他类型金属加

工的人数，这一领域的重大发展显然可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如工业革

命般巨大的影响。

尽管在技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冶金行业也正面临着

空前的危机。世界粗钢产量在2014年达到了16.62亿吨，而目前的总产能

约为每年21亿吨。这意味着，全世界存在着将近4.4亿吨的产能过剩。竞

争的加剧、市场需求的变化、价格的波动、增长势头的放缓等等，都让生

产商和供应商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如今的建筑、车辆、船

舶、机械、桥梁和其他构造物使用了难以计数的钢材，其中的80%以上

终有一天要被回收使用。考虑到废钢的数量正在持续增多，我们是否正

在经历基于传统高炉路线的粗钢生产开始剧烈滑坡的局面呢？这是结

合当前形势需要反复进行深入思考的许多问题之一。在用电弧炉和转

炉进行高效的废钢回收处理、改进废钢精炼技术以及帮助生产企业面

向新市场开发特殊钢种等方面，我们亟需新的技术方案。

尊敬的读者,

编辑专栏 

LAWRENCE GOULD

新成立的合资公司普锐特冶金技术的企业口号是：“齐心协力创造冶金行业的未来”。
创造未来意味着什么？

»

立足过去，
     创造未来。

这种老式蒸汽火车所使用的蒸汽
机是一项革命性的发明，它开创
了工业时代，并为人类展现了一
个光明的未来。



立足过去，创造未来。两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强强联合，为寻找迎接未来

挑战的解决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将同我们的客户、供应商及股

东一道，努力达成我们的目标：齐心协力创造冶金行业的未来。

      谨致

敬意！

Lawrence Gould博士

主编

普锐特冶金技术有限公司

*参见本期杂志第58页技术内容中关于EAF Quantum炉和喷吹炼钢

工艺的简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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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公司以一种业界独有的方式将西门子奥钢联与三菱日立制铁机械

株式会社各自的技术专长和突出优势结合起来。西门子奥钢联在上游

业务拥有出色的业绩，但是在炼钢工艺尤其是在原料处理、能源损耗和

排放控制等方面成本过高。依靠工程设计和工厂建设的长期经验，西门

子奥钢联实现了生产流程的全面集成和自动化，涵盖了从原料到成品

每一个环节的全面优化。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则以对钢材质量

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下游轧制和处理线方面的精湛技艺而见长。所有这

些，再加上双方完善的服务、生产和制造能力，为帮助用户在其冶金设

备的全生命周期内保持最高性能水平提供了可靠保障。

钢铁行业的开拓和发展对提高亿万人口的生活水平作出了杰出贡献，并为
未来的长期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技术、市场和环境方面仍有各种问题
亟需解决，普锐特冶金技术致力于为如何应对行业面临的挑战寻求解决方
案。照片为塔塔欧洲钢铁公司的荷兰Ijmuiden钢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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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公司以一种业界独有的方式将西门子奥钢联与三菱日立制铁

机械株式会社各自的技术专长和突出优势结合起来。”“

为了应对冶金行业面临的重重挑战，西门子奥钢联(Siemens VAI)

和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MHMM)于2015年1月联合组建了普锐

特冶金技术。这家企业汇集了众多知名品牌，传承了许多公司的宝贵

经验和先进技术，比如奥钢联、戴维、福克斯、摩根、波米尼、克莱西姆、

Cosim、三菱、日立、IHI、印度康卡斯特、GFG和vatron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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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与
西门子奥钢联强强联合(如今的
普锐特冶金技术)，成为客户具
有丰富经验、雄厚实力的合作伙
伴，为用户提供涵盖整个行业价
值链的技术支持。

82  轧制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呈献13篇轧制技术论

文，内容包括中厚板轧制、带钢热轧、冷轧和长材轧制。

92  节能环保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呈献2篇节能环保技术

论文，内容包括钢铁厂的能量回收和碳排放循环。

96  机电方案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呈献3篇机电方案技术
论文，内容包括利用光学测量装置改进带钢的转向控制、基于电
磁参数在线确定带钢的机械性能和依靠光学检验装置改善带钢
的切边操作。

100  自动化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呈献4篇自动化技术论
文，内容包括工艺优化、状态监测、工艺专家系统和智能仓储物
流。

综述
104  获得冶金体验的新方式

普锐特冶金技术亮相第九届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暨技术论坛

108  超越明天

与Ars Electronica Solutions高级主管Michael Badics对话

1 1 3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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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Yasukuni Yamasaki访谈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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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全面而精湛的技术涵盖整个行业价值链

普锐特冶金技术依靠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能力为用户创造长期价
值：普锐特冶金技术在ESTAD会议期间呈献65篇技术论文。

42  造块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呈献5篇造块技术论
文，内容包括烧结和球团制备。

48  炼铁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呈献8篇炼铁技术论
文，内容包括高炉炼铁、Corex和Finex熔融还原技术以及直接
还原铁(DRI)和副产品处理方案。

56  炼钢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呈献16篇炼钢技术论
文，内容包括电炉炼钢、转炉炼钢、不锈钢冶炼和二次精炼。

68  连铸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呈献9篇连铸技术论
文，内容包括板坯、小方坯和大方坯连铸以及自动化、物流和技
术改造方案。

76  连铸连轧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呈献5篇连铸连轧技术
论文，内容包括扁平材和长材的连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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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G轧材公司将改造轧机传动
1. 奥地利: 普锐特冶金技术从位于奥地利Ranshofen的铝材生产商AMAG轧材有限责
任公司(隶属于AMAG集团)获得合同，将对其4辊热轧机架进行全面的传动技术改造。
该项目的目的是提高工厂作业率。项目内容包括了提供电机、变频器和变频器用变压
器以及联轴器、碟式刹车、相应机械改造和备品备件。普锐特冶金技术负责总图方案、
设计、项目管理和操作人员培训，还将承担部件和设备的拆卸、安装和调试工作。新传
动技术将取代现有的西门子直流传动和第三方直流电机。改造和调试计划在2015年年
底的一次短暂的设备停产期间进行。

AMAG轧材有限责任公司奥地利
Ranshofen厂的铝带生产
(照片由AMAG轧材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

普锐特冶金技术近期项目实例
全球项目进展

79

1

2

3

4

5

6

8

1.  奥地利Ranshofen

2.   中国日照

3.  中国唐山

4.  中国常州

5.  印度Hospet

6. 韩国浦项

7. 科威特Shuaiba

8.  墨西哥Ixtaczoquitlan

9. 美国德克萨斯州Baytown

项目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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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钢新建冷轧厂具有年产180万吨高强度冷轧带钢的能力，将为中国汽车工业

提供优质汽车板。

中天钢铁将改造三套线材轧机

4. 中国: 位于中国江苏省常州市的中天钢
铁(常州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普锐
特冶金技术签订了一份合同，将对两条国
产高速线材轧制生产线进行改造，以改善
产品质量和扩大规格范围。供货范围包括
了迷你精轧机、摩根智能夹送辊和新的吐
丝机。改造后的生产线将能够轧制直径
6.0 mm – 16 mm毫米的螺纹钢和直径5.5 

mm – 20 mm的线材。新设备将能够进行
热机轧制，从而在大幅度降低成本的前提
下生产细晶螺纹钢。线材轧机将以105 m/

s的速度轧制，计划于2016年早些时候投
入试运行。在随后与中天钢铁签订的另一
份合同中，普锐特冶金技术受托对另一条
国产高速线材轧制生产线进行全面改造。
现有的摩根Stelmor运输线将配备中国
首套网格化风量分配板Optimesh系统。
该方案能够提高线材的冷却能力，确保沿
Stelmor运输线的整个宽度方向快速而均
匀地冷却高碳钢产品，从而改善其的机械
性能和金相结构。这份合同的供货范围还
包括预精轧机、精轧前飞剪、摩根顶交无
扭精轧机、摩根智能夹送辊、吐丝机和水
箱。改造后的生产线将提速到110 m/s，计
划于2016年早些时候投入试运行。它是普
锐特冶金技术与中天钢铁签订的第五个
线材轧机合同。

印度钢铁企业SLR METALIKS将在短流程钢厂新建
棒材轧制线

5. 印度: SLR Metaliks有限公司将在印度卡纳塔克邦Hospet附近的新建
钢厂安装一套先进的棒材轧制生产线。该轧机的设计能力为年产320,000

吨螺纹钢(直径8 – 32 mm)和特殊钢棒材(SBQ，直径16 – 63 mm)，主
要用于汽车行业。普锐特冶金技术将为新建棒材轧制生产线提供全部工
艺设备，包括带有热装功能选项的钢坯上料设备、除鳞设备、飞剪、成捆
机、打捆机、称重机和成品棒材运输系统在内。供货范围还包括变压器、
电机、传动、机电工艺包和测量仪表，以及一级基础自动化系统、操作台
和HMI系统。整条轧制线由粗轧机、中轧机和精轧机组成，它们的下游将
是一套3机架定径机(由CGA机架组成)。将使用一套在线系统进行SBQ

棒材的热机轧制以及螺纹钢的淬火和回火。将通过基于激光的非接触式
Orbis测量系统在线监测棒材产品的质量。轧机计划于2016年上半年投
产。

CGA定径机架 

唐钢新建冷轧厂生产出第一卷带钢

3. 中国: 以普锐特冶金技术为首的联合体为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钢)新
建的冷轧厂现已投产，并于2015年1月轧制出第一卷带钢。该厂包括了一套酸洗
冷轧联合机组(PLTCM)、一条连续退火线和一条镀锌线，具有年产180万吨高强
度冷轧带钢的能力，将为中国汽车工业提供优质汽车板。PLTCM轧机由5个6辊
机架组成，配备了SmartCrown辊和特殊的执行机构及控制系统，能够确保最终
产品达到平直度的要求。原料带钢的厚度为1.5 – 6毫米，最终轧制厚度为0.2 – 2.5

毫米，带钢宽度为700 – 1,600毫米。PLTCM、退火线和镀锌线共用一套集成自动
化系统，包括基础自动化(1级)和工艺优化(2级)系统及工艺模型。这使所有设备
都能相互协调和优化运行，从而在稳定保持产品高质量的同时确保达到高作业
率和高产量。

普锐特冶金技术为中国唐钢提供的冷轧机

位于日照的新建阿维迪ESP线
生产出第一卷带钢

2. 中国: 在2015年2月，中国钢铁企业日照钢
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日照)用普锐特冶金
技术提供的一号阿维迪ESP(无头带钢生
产)线轧制出了第一卷带钢。这条线的设计
能力为年产255万吨优质超薄热轧带钢，最
大宽度达到1,600毫米，最小厚度仅为0.8毫
米。这条线是日照于2013和2014年从普锐特
冶金技术订购的5条无头铸轧生产线之一，
其他几条线正在建设或者交货之中。普锐
特冶金技术负责设计以及机械设备、流体
系统、工艺包和自动化系统的供货。所有轧
制机架都将配备专为阿维迪ESP线而设计
的Morgoil® KLX®油膜轴承。项目内容还
包括提供全面的培训和支持服务。阿维迪
ESP线依靠直接串接的连铸和轧制设备连
续不断地生产热轧带钢，能耗与传统的连
铸连轧工艺相比降低了45%之多。阿维迪
ESP线的总长度只有180米，也是世界上最
为紧凑的连铸连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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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在墨西哥Tyasa的竖炉式EAF Quantum电弧炉

T YASA为普锐 特
冶金技术签发短流
程钢厂最终验收证
书 

8. 墨西哥: 墨西哥钢铁企业Talleres y 

Aceros S.A. de C.V. (Tyasa)在2014

年 晚 些 时 候 为 普 锐 特 冶 金 技 术 签 发
了 新 建 短 流 程 钢 厂 的 最 终 验 收 证 书
(FAC)。该厂建在墨西哥Veracruz州的
Ixtaczoquitlan，具有年产120吨钢的能
力。新钢厂在全世界率先投产了一座EAF 

Quantum电弧炉(EAF)，出钢量为100

吨。这种新型电弧炉在一体式竖炉内高效
率地预热废钢，并结合了下炉壳倾动新方
案和优化出钢系统，使出钢到出钢时间能
够缩短到36分钟。吨钢电耗仅为280千瓦
时，再加上电极和氧气消耗的降低，使单
位生产成本能够降低20%左右。普锐特冶
金技术还提供了二次精炼设备，包括一座
100吨双工位钢包炉和一套100吨双工位
真空脱气设备，用以生产镇静钢、低碳钢、
中碳钢和高碳钢。一台6流连铸机分成两
条线将钢水浇铸成方坯、异形坯和圆坯。
另外，还提供了一次和二次除尘、配电和
电气、一级和二级自动化、冷却水和水处
理等设备和系统。

连铸机配备了一系列工艺包，保证了浦项能够生产许多不同的先进不锈钢种。

波米尼淬火系统(PQS)能够在不需要昂贵合金元素
的前提下大幅度改善产品的机械性能

KWTSTEEL改造螺纹钢轧制线

7. 科威特: 科威特钢铁企业联合钢铁工业
公司(KWTSteel)与普锐特冶金技术签订
合同，对目前年产能力为650,000吨的螺纹
钢轧机进行现代化改造。轧线将配备在线
波米尼淬火系统(PQS)、一台新的高能力
热剪和一组新的入口辊道。淬火系统将在
不需要昂贵合金元素的前提下大幅度改
善产品的机械性能。使用这种方法处理的
螺纹钢芯部为细晶粒的珠光体，表面为高
硬度的马氏体。普锐特冶金技术还将提供
润滑系统、水处理厂、中压和低压变压器、
低压配电系统以及电机和传动。项目内容
还包括新设备的基础自动化(1级)系统及
其与现有工艺优化(2级)系统的集成。改造
后的轧机计划于2015年晚些时候恢复生
产。

改造后的浦项不锈钢板坯连铸机恢复运行

6. 韩国: 普锐特冶金技术为韩国浦项钢铁有限公司(浦项)改造的单流不锈
钢板坯连铸机SSC 2在浦项厂恢复运行。项目内容包括了从中间包车开始
直到板坯出坯区整个连铸设备的更换。铸机配备了一系列工艺包，保证了
浦项能够生产许多不同的先进不锈钢种。板坯的内部质量，特别是马氏体
不锈钢板坯， 得以大幅度提高。安装的工艺包包括了DynaWidth板坯在
线调宽、DynaFlex结晶器振动装置和带鼓肚补偿功能的LevCon结晶器
液面控制。DynaGap Soft Reduction和Dynacs 3D冷却模型的采用使
铸坯内部质量得到改善。后者能够以极高的精度确定铸流最终凝固点的位
置。二次冷却因DynaJet喷嘴的使用而得以优化。项目的实施完全按照时
间表执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采用了西门子奥钢联成熟的“即
连即浇”改造方案。从恢复运行的第一天起，该铸机就以全自动模式浇铸优
质板坯。板坯厚度从140毫米直到200毫米，宽度为1,000 – 1,850毫米。浦项于
2014年10月签发了最终验收证书。

改造后的韩国浦项钢铁公司浦项厂不锈钢板坯连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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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钢铁有限公司(IISCO)  印度

一号6流小方坯连铸机于2013年12月投产，二号6流小方坯连铸机
于2014年10月投产。这两台铸机的合计浇铸能力约为每年170万
吨。三号大方坯/异形坯连铸机目前正在建设中，其年产能力为
460,000吨大方坯或475,000吨异形坯。该铸机现已开始冷调试。

İskenderun Demir ve Celik A.S. (İsdemir)    土耳其

四号高炉成功安装二级系统后，三号高炉二级自动化系统进行
了升级。目前，这两座经过改造的高炉达到了相同的性能水平。

JSW钢铁有限公司  印度

普锐特冶金技术为第一和第二炼钢厂提供并安装的自动化系统
分别于2014年11月和12月获得了PAC*。二级自动化系统升级不
仅包括了硬件、系统软件、网络设备和应用软件，而且包括了用
于优化生产工艺的冶金工艺模型。另外还对原来的一级系统进
行了必要的修改。

JSW钢铁有限公司   印度 
为一座转炉的氧枪配备了快速连接系统，在将氧枪安装到转炉
上的同时实现流体管路的自动连接。系统已于2014年12月投入使
用。

Kalika钢合金私营有限公司   印度

Jalna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新建螺纹钢轧机目前正在进行热
调试，其设计产能为250,000 t/a。所供设备包括一套由18个Red 

Ring机架组成的轧制机组、一套波米尼淬火系统(PQS)和一组
54米长的冷床。这是印度的第一个M3轧机业绩，是能够出色地满
足当地市场需要的高效而经济的方案。

OJSC Byelorussian钢厂   白俄罗斯

2015年2月13日，Zhlobin Belarus安装的二号连铸机获得FAC*。

Bocaro钢厂有限公司  印度

2014年9月，印度国有企业SAIL(印度钢铁管理局有限公司)为其

Bocaro钢厂连铸车间和第二炼钢车间安装的两座300吨钢包精
炼炉签发了性能保证证书。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宝钢集团)  中国

位于广东的合金钢棒材轧机改造项目获得FAC*。提供的设备主
要包括新的预精轧和精轧机组、一台精密定径机和两台冷切砂
轮锯。该轧机的年产能力为460,000吨。

塔塔钢铁有限公司  印度

塔塔钢铁公司在2015年2月与普锐特冶金技术签订合同，对其钢
厂的当前设备状态和操作制度进行详细的现场调研。还将进行
另外一项研究，以确定Jamshedpur厂第一转炉炼钢车间二次
排放控制系统将来的升级改造需要采取的措施。

塔塔钢铁欧洲有限公司 荷兰

第一套在全部3只传感器上都采用Emspec®技术的相变监测传
感器系统将于2015年4月初安装在塔塔钢铁欧洲公司Ijmuiden

厂的热带钢轧机上。Emspec传感器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够在
热轧长材或扁平材的冷却过程中实时测量相组成的系统。

奥钢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奥地利

获得为五号高炉安装新工艺模型的合同。通过与奥钢联钢铁公
司自动化专家密切合作，这座高炉的整套二级系统将升级到最
新的软件版本。

*FAC = 最终验收证书

*PAC = 初步验收证书

Altos Hornos de México S.A.B. de C.V.    墨西哥

2014年12月，为板卷轧机和磨辊间提供维护、培训和指导服务的
合同开始执行。合同内容包括了全天候的现场技术指导和支持，
由设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普锐特冶金技术美国公司和普锐特
冶金技术墨西哥公司负责实施。

Aperam Genk NV  比利时

普锐特冶金技术获得合同，承担二号连续退火酸洗线改造项目
一期工程的实施。

阿赛洛米塔尔Ghent NV   比利时

连续镀锌线一级自动化系统改造项目一期完成工业调试。普锐
特冶金技术的系统与原Alsthom 80 MT自动化系统并行运行，
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投产、达产和达到质量参数要
求的工作。

阿赛洛米塔尔Kessales SA  比利时

光整机一级自动化系统升级项目获得PAC*。项目内容包括了安
装和调试指导。

Çemta  Çelik Makina Sanayi ve Ticaret A. .  土耳其

Bursa厂新建的优质圆钢和扁钢轧机目前正在进行热调试。该轧
机的年产能力为210,000吨。项目一期已经完工，新的全自动开坯
机已经开始生产。它是一个滑动式可逆粗轧机架，工作辊中心线
最大距离为1,800 mm，辊身长度为1,800 mm。正在执行的项目
二期内容是安装一套新的中间机组。

Companhia Siderúrgica Nacional (CSN)  巴西

获得三号、四号高炉工艺优化系统改造合同。

Ere li Demir ve Çelik T.A. . (Erdemir)  土耳其

普锐特冶金技术接受委托，为二号高炉升级二级自动化系统和
为一号高炉安装二级自动化系统。

Ess Dee铝业有限公司  印度

4辊铝箔轧机升级改造项目(包括安装和调试指导)获得调试合格
证书。

Georgsmarienhütte有限责任公司   德国

将扩展二级自动化系统以覆盖整个炼钢厂。

沙特钢铁公司(Hadeed)   沙特阿拉伯

电弧炉、钢包炉和连铸机二级工艺优化系统于2014年12月初投入
使用。

Höganäs AB  瑞典

钢包炉二级工艺优化系统和电弧炉合金计算系统于2015年3月获
得FAC*。

新闻速递

为德克萨斯州
BORUSAN MANNESMANN提供
的热处理设备获得最终验收证书

9. 美国.: 普锐特冶金技术为德克萨斯州Baytown

新建ERW(电阻焊) 钢管厂安装的热处理设备成
功投产并稳定运行后，土耳其钢铁企业Borusan 

Mannesmann美国钢管公司签发了最终验收证
书(FAC)。特殊的热处理设备被用于石油专用管材
(OCTG)的调质处理，使Borusan Mannesmann

能够面向竞争激烈的OCTG市场生产各种高质量
产品。FCE – F&D工业炉技术集团(隶属于普锐特
冶金技术公司)提供的调质设备包括一座步进梁式
直接加热奥氏体化炉、一套高压喷水淬火系统、一
座步进梁式对流回火炉、配套的物料输送设备、所
有必要的仪表以及PLC控制系统。服务内容包括了
热处理设备的设计、交付、安装和调试。

美国德克萨斯州Borusan新建钢管厂的热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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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创造冶
金行业的未来

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和西门子奥钢联冶金技
术有限公司正式合资组建了一家新的冶金工厂建设
公司：普锐特冶金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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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
拥有技术和创新传统的新公司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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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

双方合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组建一个真正的全球网络。新公司
共设6个地区总部：日本、奥地利、德国、美国、中国和印度。三菱
日立制铁机械和西门子奥钢联在市场分布上互补，有利于加速
拓展亚洲、欧洲、俄罗斯、美洲和非洲的业务。新公司总部设在伦
敦，负责管理各个地区总部，承担销售、市场开发、客户管理、采
购、制造和研发计划等跨业务职能，支持各项业务的开展。目前，
普锐特冶金技术拥有近9,000名员工，分布在40多个公司办事处
及设计、制造和服务中心，能够根据需要为客户迅速提供帮助。
再加上来自母公司三菱重工和西门子的国际网络支持，在世界
各地190个国家共有300多家分支机构。

西门子奥钢联的技术传承

西门子奥钢联拥有60多年的冶金工程设计和工厂建设经验。西
门子奥钢联一向重视研发工作，推出的许多创新技术如今在国
际钢铁行业发挥着主导作用。公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奥地利林
茨的奥钢联钢厂，即如今的奥钢联钢铁公司。1952年，正是在这
里，研发出了第一种工业化的氧气炼钢转炉工艺。这项新技术被
称为LD炼钢⸺ 以首先应用该技术的公司所属林茨和多纳维茨
钢厂而命名。今天，这种工艺通常称为碱性氧气炼钢(BOS)，使
用的设备则称为碱性氧气转炉(BOF)。 

3.

»

2014年5月，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MHI)和西门子股份公司宣布
组建一家面向钢铁及有色金属行业的合资公司。三菱日立制铁
机械株式会社和西门子分别持有合资公司51%和49%的股份。前
者是三菱重工集团所属企业，并由日立公司和IHI公司参股。三菱
日立制铁机械和西门子奥钢联在产品业务组合、生产技术和市
场分布方面可形成理想的优势互补：原西门子奥钢联在炼铁、炼
钢、连铸、电气自动化、过程工艺、设备集成、环保技术和全周期
服务领域实力超群；三菱日立制铁机械则在热轧、冷轧、处理工
艺和制造领域独具优势。通过整合合资双方的业务组合，普锐特
冶金技术能够提供涵盖从原料到成品整个钢铁产业价值链的技
术方案，以及适用于有色金属领域的先进轧制方案。

 

2015年1月7日，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MHMM)和西门子奥
钢联冶金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一家新的冶金工厂建设公司：
普锐特冶金技术有限公司。新公司继承了合资双方的技术传统，为
用户提供涵盖整个产业价值链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值得信赖、经
验丰富、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

1. 高炉开铁口机 

台湾中龙钢铁公司

2. 炉底搅拌孔
LD (BOF)转炉

3. 废钢装料 
Ultimate EAF，土耳其, Colako lu Metalurji A.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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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 
公司办事处及设计、
制造和服务中心

普锐特冶金技术

总部位于伦敦

普锐特冶金技术拥有近9,000名员工，分布在40多个公司办
事处及设计、制造和服务中心，能够根据需要为客户迅速
提供帮助。

全球员工分布*

* 大致数量

美洲 

2,300
欧亚大陆  

3,700

亚太地区  

640

印度 

1,000

中国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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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日立制铁机械的技术传承

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MHMM)也有长期服务于冶金行业
的技术传统。公司成立于2000年10月，是由三菱重工和日立制铁
机械组建的一家合资企业。MHI-HITACHI製鉄機械株式会，后
于2002年更名为三菱日立製鉄機械株式会社(MHMM)。2004年，
其在美国设立了一家子公司，又在一年之后收购了美国的New 

Genecoat有限公司。2006年，三菱日立制铁机械向中国首钢京
唐公司提供了酸洗-冷连轧机组成套设备。一年后，在上海设立
三菱日立制铁机械（上海）有限公司。2010年，三菱日立制铁机械
南亚私营有限公司在新德里成立。2013年，整合石川岛播磨重工
业株式会社(IHI)Metaltech轧机业务，并收购印度康卡斯特有
限公司。同年，公司收购长谷川齿轮株式会社100%股权。

三菱日立制铁机械多方位融合了从连铸、热轧、冷轧、棒材轧制
直到下游连续退火和镀锌的先进技术，并且构建了强大的制造、
销售和工程设计网络，尤其是在亚洲。截至2015年4月，公司在世
界各地的样板厂数量超过了2,200个。

新名称

1. 法国蒙布里松制造厂 
遍布世界各地的普锐特冶金技术加工厂和制造中
心之一

2. 中国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先进的技术包和工艺模型保证了高水平热轧

3. 优质冷轧卷 

满足最为苛刻的下游应用要求

»

通过整合合资双方的业务组合，普锐特冶金技术能够提供
涵盖从原料到成品整个钢铁产业价值链的技术方案，以及
适用于有色金属领域的先进轧制方案。

1.

2.

3.

2005年，德国的西门子收购了奥钢联技术集团(包括VAI在内)。
并入西门子后，韩国钢铁企业浦项公司在改进Corex设备的
基础上推出的第一套Finex设备开始运行。美国的长材轧机制
造商摩根公司于2008年被收购。在2009年，西门子奥钢联对意
大利阿维迪公司克雷莫纳钢厂内由曼内斯曼德马克提供的在
线带钢生产(ISP)设备进一步开发，与阿维迪公司联合建造了
第一条无头带钢生产(ESP)线。2011，位于林茨的机电技术中
心Vatron并入西门子奥钢联。2012年，美国的带钢处理炉公司
FCE Drever被收购。最近的一次收购发生在2013年，对象是美
国的Service Guide有限公司。

1956年，奥钢联工程技术公司(VAI)成立，面向全球进一步
开发和推广这种炼钢技术。第一份合同来自于印度钢铁企业
Rourkela。1968年，首台采用直结晶器的板坯连铸机投产。在
收购了Korf工程公司的熔融还原技术后，世界首套Corex设
备于1989年在南非投产。1996年，VAI收购了德国福克斯公司，
显著提升了公司的电弧炉炼钢技术实力。1999年，通过收购挪
威克瓦纳集团的冶金业务，将英国的戴维麦基公司和法国的
克莱西姆公司纳入麾下，充实了自身的高炉和轧机技术力量。
意大利棒材轧机制造商波米尼于2001年被收购。在四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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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美国New Genecoat
有限公司

向中国首钢京唐有限公司提
供了酸洗-冷连轧机组成套
设备

中国上海设立三菱日立制铁
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由韩国浦项和日立公司共同
开发中间坯粘接装置投产

三菱日立制铁机械南亚私营
有限公司成立

双交叉式热轧机组在新日本
製鉄広畑製鉄所投产

向韩国浦项公司光阳厂提供
三套热轧机组(一期项目)

MHI-HITACHI製鉄機械株式
会社成立

公司更名为三菱日立製鉄機
械株式会社

设立美国三菱日立制铁机械
株式会社

巴西Usiminas Cubatão 2
号热轧机组投产

整合IHI Metaltech轧机业
务

收购印度康卡斯特有限公司 收 购 长 谷 川 齿 轮 株 式 会 社
100%股权

2005 2006 2007 2010 2010

1984 1990 2000 2002 2004

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发展历程

2012 2013 2013 2013

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全面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最终让用
户受益。公司将继续坚持技术创新的传统，齐心协力创造
冶金行业的未来。

通过收购英国克瓦纳金属公
司(原戴维和克莱西姆)而显
著提升高炉技术实力

厚带钢强力卷取机问世

西门子收购奥钢联技术集团
(包括奥钢联工程技术公司)

世界首套Meros® (大幅度削
减烧结排放)设备投产

世界首套商业化Finex®设备
投产

首条阿维迪ESP (无头带钢
生产)线在意大利克雷莫纳
投产

整合奥地利林茨机电技术中
心Vatron

收购美国FCE公司 收购美国Service Guide公
司

奥钢联工程技术公司成立

向印度Rourkela钢厂出售
LD炼钢设备

世界首台直结晶器板坯连铸
机投产

世界首套商业化Corex®设备
投产

收购德国福克斯集团奥地利林茨奥钢联钢厂建成
第一套LD炼钢设备

1999 2001 2005 2007 2008

1956 1968 1989

西门子奥钢联冶金技术有限公司发展历程 

19961952

2009 2011 2012 2013

意大利奥钢联波米尼公司
成立

收购美国摩根公司

技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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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 再 三 斟 酌，最 终 决 定 为 新 公 司 创 造 一 个 全 新 的 品 牌 ：
Primetals Technologies。这标志着合资公司开始在历史上书
写新的篇章。Primetals Technologies是单词prime(最佳)、
metals(金属)和technologies(技术)的组合。这个名称反映出
我们对于提供最好的和最先进的技术以生产最优质产品的承诺
，同时体现了合资双方及其先前并购的所有成员为新公司带来
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传统。

新标志
新公司的标志由两段圆环组成，象征着两家杰出的公司强强联
合，融为一体，同时又各有独特的价值、文化和特质。两段圆环以
一定角度呈现出动感，预示着我们面向未来大踏步前进。橙色象
征着液态钢凝固时的温度，亦指西门子奥钢联冶金技术有限公
司精湛的冶炼和连铸技术与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卓越的
轧制和处理工艺的完美融合。公司名称在右侧与圆环并排布置。

产品和服务内容
依靠为国际冶金行业成功执行数千个工程项目所积累的丰富经
验和先进技能，普锐特冶金技术为联合钢厂和短流程钢厂、新建
设备和现有设备以及所有配套设施提供先进的和优化的方案。
纵向集成的产品供应范围包括了机械设备和机电系统、传动、电
机、自动化、电气和电子以及流体供应和能源技术。普锐特冶金
技术拥有自己的先进制造厂和加工厂，所供设备使用的大多数
关键部件均自行生产。这保证了公司能够信守承诺：确保提供的
设备和系统在制造精度、可靠性和耐用性等方面都达到最高标
准。产品和工艺的持续改进是我们的关注重点之一，这离不开日
积月累的坚持和公司内部创新文化的培育。这样做能够催生重

大技术突破和前沿性产品开发，从而帮助客户在满足日益严格
的环境标准和能源效率要求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生产成
本。普锐特冶金技术在冶金设备升级改造方面的丰富经验令他
人难以望其项背。公司的目标是，确保机器和设备在整个寿命期
内以最高性能水平和最佳成本效益运行。通过安装创新性技术
包和工艺优化系统，我们能够为客户创造出长期价值。生产能力
、产品质量、设备灵活性和安全性等各方面的明显改善将充分证
明这一点。

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全面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最终让用户受益
。公司将继续坚持技术创新的传统，齐心协力创造冶金行业的未
来。 ●

Tim Smith博士，独立编辑顾问

Lawrence Gould博士，主编

如需下载普锐特冶金技术宣传册，请登录
primetals.com
或扫描二维码。

新公司 新标志

• 联合钢厂

• 短流程钢厂

• 选矿厂

• 炼焦厂

• 烧结和球团厂

• 高炉

•  Corex®和Finex®炼铁厂

• 直接还原厂 

• 转炉炼钢厂

• 电炉炼钢厂 

• 不锈钢炼钢厂

•  二次冶金设备

• 连铸设备

•  阿维迪ESP厂(无头带钢生产)

• 薄带连铸设备

• 中厚板和炉卷轧机

• 热轧机组

• 酸洗机组 

• 冷轧机组

• 有色金属轧机及其附属设备

•  棒材、线材、型材、钢轨和管材轧机

•  带钢处理机组和精整机组

• 环保设备

• 电气和自动化 

•  冶金、咨询和金融服务

• 改造方案包

管理委员会

股东已任命以下5名董事管理新公司：

普锐特冶金技术业务范围

环保方案 电气和自动化 冶金服务冷轧 处理线，管材轧制

连铸和无头带钢
生产

炼钢和长材轧制 热轧炼铁 薄带连铸

Yasukuni Yamasaki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Peter Schraut
首席财务官

Heiner Röhrl
首席运营官 –  上游业务

Ryoichi Nishi
首席运营官 – 下游业务

Etsuro Hirai
首席技术官

合资公司综合技术实力

冶金杂志 1/2015 |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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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日本公司和一家
欧洲公司强强联合，
能够协调发展、实现
双赢。”

“

冶金杂志 1/2015 | 封面故事 

普锐特冶金技术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山崎育邦(YASUKUNI YAMASAKI)访谈录

为冶金事业  
倾情奉献的人

2015年1月7日，三菱重工(MHI)和西门子合
资 组 建 的 冶 金 工 厂 建 设 公 司 正 式 投 入 运
营。公司名称为普锐特冶金技术（Primetals 
Technologies）。

山崎育邦(YASUKUNI YAMASAKI)
介绍了普锐特冶金技术的产品范围，
并畅谈他对迎接冶金行业所面临挑战
的愿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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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有能力提供全面的技术方案。”“

总部设在伦敦Chiswick的普锐特冶金技术将母公司三菱重工
和西门子的国际化冶金业务组合在一起，在世界各地拥有大约
9,000名员工。整合这两家公司的重任，落在了三菱重工一位最有
经验的工程师身上，他就是现已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的山崎育邦(Yasukuni Yamasaki)先生。在以下的采访中，山崎
先生阐述了合资公司的业务目标和范围。采访人Tim Smith博
士是一位冶金培训专家，目前在钢铁和铝行业从事独立编辑顾
问的工作。

关于公司

Tim Smith博士：普锐特冶金技术在1月正式投入运营，作为这

家合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您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山崎育邦(Yasukuni Yamasaki)：优化整合是合资公司运营后
的头等大事。目标是协调运作，以便我们能够一起努力，提高运
营效率。运营的透明性是另一个重要方面。一家日本公司和一家
欧洲公司强强联合，能够协调发展、实现双赢。两种文化将在全
球网络中互补，并与拥有各自不同文化的客户交流互动。

目前为止，客户对新公司普遍有什么样的反映？

山崎育邦：我已经走访了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许
多客户。目前为止，他们都对合资公司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他们
认为，两家公司的不同文化对满足他们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需
要大有裨益。

市场
今年，世界钢材需求预计将增长2.5%，已建成产能将达到21亿

吨。不过，自2001年以来，全球过剩产能已经扩大了一倍，达到4.4
亿吨左右。其中，中国占58%，北美占10%，欧洲占9%，独联体占

7%，拉美占6%，日本占5%，印度占5%。根据这些统计数据来判

断，全球哪些地区最有可能新建或者改造设备？

山崎育邦：印度的发展潜力最大，人口数量与中国相近，但钢产
量却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印度国情与中国大不相同，发展
较为缓慢。但是，印度今年的GDP预测为8%，而中国是7%。印度
政府已经作出规划，将要大力改善基础设施，而这对钢材有大量
需求。其他重要地区还包括中东和北非。欧洲、美国和日本不大
可能新建工厂，但这三个地区对高等级钢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
将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2007年以来，欧洲的钢材需求减少32%。同样，日本和美国的需求

也大幅下降。您认为这会对这些地区的设备新建和改造产生严

重影响吗？或者，您是否认为这对钢铁企业来说是一个通过改造

而提高竞争力的机会呢？

山崎育邦：在这些地区，对节约能源和加强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
格，这就需要进行设备升级和更新。另外，也有改进下游工艺设
备以生产更高质量和更高强度钢材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来自
钢铁生产上游和下游的需求，新技术不可或缺。

两种文化将在全球网络中互补，并与拥有各自不同文
化的客户交流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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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的哪些短流程方案可能引起小型企业的兴

趣？

山崎育邦：普锐特冶金技术有能力提供全面的技术方案。对于短
流程钢厂，我们可以提供从电弧炉、连铸和轧制到长材和扁平材
精加工的所有技术。我们也有创新技术，比如将热钢坯头尾相
接对焊后连续送入轧机进行不间断轧制。这比传统的间歇式工
艺更具成本优势。然而，在批量小或频繁改变钢种和规格的情况
下，间歇式工艺也许更为灵活可行。对生产扁平材的短流程钢厂
来说，将连铸机和带钢轧机直接串接具有很大的优势。普锐特冶
金技术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技术，包括阿维迪ESP工艺和三菱薄
板坯连续和半连续在线轧制。这些技术的空间占用少于传统的
连铸机和轧机，还能节省多达40%的能源。普锐特冶金技术还拥
有双辊薄带连铸技术。

土耳其现在是世界第八大产钢国(2014年钢产量为3,400万吨)，德

国排名第七(2014年产钢4,290万吨)。这两个国家哪一个对设备新

建和改造的潜在需求会更大？

山崎育邦：我们看到，为了扩大扁平材生产，土耳其对新设备的
需求正在增加。我们已经收到了这方面的询价。德国的需求则是
改造现有设备，以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能源使用，并提高自动化
水平。

技术

减少CO2排放是一个强制要求，尤其是在欧洲和日本，超标排放

的钢铁企业将会被依法处罚。您是否看到炼钢技术由于减排的

需要而发生了变化，比如更多地采用电弧炉(EAF)炼钢以及更

多地用直接还原铁(DRI)作原料？或者，您是否期待会有根本性

的改变，就像欧洲的ULCOS(超低碳炼钢)和日本的COURSE 
50(采用创新技术大幅度减少炼钢工艺的CO2排放)等削减排放

的项目那样？

山崎育邦：电弧炉和DRI的使用能减少碳足印。例如，带有废钢预
热竖炉的Quantum EAF能够使CO2排放减少30%。这种电弧炉
正在同阿维迪ESP在线铸轧设备结合起来，而后者本身就能使
能耗降低40%。这类技术主要应用于短流程钢厂，而不是联合钢
厂，后者因现有设备投资巨大而难以替代。

带 有 废 钢 预 热 竖 炉 的
Quantum EAF能够使CO2排
放减少30%。这种电弧炉正在同
阿维迪ESP在线铸轧设备结合
起来，而后者本身就能使能耗
降低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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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UKUNI YAMASAKI
普锐特冶金技术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1973年：毕业于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获得电气自动化工
程学士学位

以工程师身份加入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广岛造船所，随
后就任多个职位，直至担任机械设计部部长

2000年：担任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广岛制作所制铁机械
设计部部长

2002年：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广岛事业所所
长

2006年1 – 4月：担任美国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
裁，然后被召回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裁，
以接替被任命为母公司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的
Shunichi Miyanaga的职位

2006年4月以后：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裁

2010年：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裁兼三执行
董事

2014年：担任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机械、设备和基础设
施业务执行官

2015年：普锐特冶金技术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我注意到，您已经65岁了。您是否认为业界的经验比年轻更重

要？

Yamasaki：冶金行业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技术。刚毕业的
年轻技术人员可能需要在一家公司工作10年，才能充分了解
公司的运作，然后再用10年积累机械、电气和自动化方面的
经验。之后，他就有能力同客户谈判了。在他能够承担高级
职位的责任之前，还必须培养管理能力。每个员工都应当在
这个领域充满热情地工作。我对冶金事业富有激情，愿意尽
可能长时间地工作。●

“每个员工都应当在这个领域充
满热情地工作。我对冶金事业富
有激情，愿意尽可能长时间地工
作。”

西门子奥钢联的两项低能耗技术：Finex和阿维迪ESP，都是同

钢铁企业密切合作开发的。您支持这类与其他钢铁企业的合作

吗？ 
山崎育邦：是的，如果一家钢铁企业要求参与一项技术的开发，
我们很愿意实施联合研发项目。Finex和阿维迪ESP是典型的成
功案例，目前，这两种技术都已经在其他钢铁企业得到推广。

页岩气的开采使美国的直接还原铁厂恢复了生机，比如，普锐特

冶金技术正在德克萨斯建设一家年产200万吨热压块铁(HBI)的

工厂，生产的HBI将用作高炉的炉料。这样的产品不需要达到像

用于电弧炉的直接还原铁那样严格的质量要求。您认为会有更

多这样的项目吗？

山崎育邦：我不认为页岩气会对欧洲的炼钢技术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联合钢厂，以预还原铁为原料可以提高产能，还能减少吨铁
CO2排放。这种用途的直接还原铁不像用作电弧炉炉料时那样
要求脉石很少，因为对于炉渣的数量没有太多的限制规定。普锐
特冶金技术正在德克萨斯建设的工厂将利用美国目前开采的低
成本页岩气，生产的热压块铁(HBI)将适合于运到欧洲或其他地
区作为高炉原料使用。

今天的客户有许多薄板坯在线轧制工艺可以选择。普锐特冶金

技术提供的阿维迪ESP工艺有什么能够赢得新客户的特殊优点

吗？

山崎育邦：阿维迪ESP工艺能够可靠地生产厚度只有0.8 mm甚
至更薄的热轧薄带。它们能够替代同样厚度的冷轧和退火材料，
而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冶金服务是否会继续在普锐特冶金技术的业务中占据重要地

位？

山崎育邦：客户越来越希望能够得到完善的全周期服务，我们能
够满足这些要求。外包这些工作的作法如今在美国和欧洲十分
普遍。除了日常维修，普锐特冶金技术还能对设备自动化进行升
级，以确保设备保持最佳运行效率。这样的服务也会提供给第三
方设备。

三菱日立制铁机械和西门子奥钢联之间有哪些重合的技术，比

如热轧和废气净化，能让新客户自行作出选择？

山崎育邦：合资双方的业务范围基本上没有重合。例如，三菱日
立制铁机械没有能同西门子奥钢联相提并论的连铸技术，但在
热轧方面独具优势，比如控制带钢凸度和平直度的成对交叉轧
机机架，还有能够大幅度减少连铸机结晶器更换的定径压力机。
现在，合资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种类。

建筑市场消耗了40%的钢材。那么，您是否认为有必要加强长材

和钢板生产设备的开发？

山崎育邦：我们的确提供许多长材生产技术，包括用于钢轨生产
的轨头淬火技术、前面提到的钢坯无头轧制、轨梁轧机和中厚板
轧机。

公司的口号是“齐心协力创造冶金行业的未来”，这是否意味着

普锐特冶金技术也将扩大有色金属特别是铝的业务种类？

山崎育邦 ：是的。铝和铜箔轧机已经包括在我们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预测，汽车领域对铝板的需求将会增加。

普锐特冶金技术正在德克萨斯建设的工厂将利用美国目前开采的低
成本页岩气，生产的热压块铁(HBI)将适合于运到欧洲或其他地区
作为高炉原料使用。”

“



冶金杂志 1/2015 | 技术

36

普锐特冶金技术依靠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能力
为冶金企业创造长期价值

全面而精湛的技术
涵盖整个行业价值链

技术

  41

作为一家世界领先的冶金行业工程设计、工厂建设和全周期合
作伙伴，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涵盖钢铁产业链每一个环节的先
进技术、产品和服务，以及有色金属轧制方案，还包括综合性电
气、自动化和环保系统。这种全面的能力在2015年第九届国际
冶金技术展览会暨技术论坛（METEC）以及第二届欧洲钢铁技
术与应用大会（ESTAD）期间得到充分的展示。 6 月 15 – 19
日期间，普锐特冶金技术呈献65篇技术论文⸺约占大会论文
总数的10%。这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家公司的论文数量，
令人印象深刻。以下按照相关技术领域对普锐特冶金技术的 
ESTAD 论文分组进行介绍。

普锐特冶金技术在ESTAD会议
期间呈献65篇技术论文

65



所供设备：两个烧结厂(总设计能力为600万
t/a烧结矿)；两座 12 m直径的高炉(每座设
计能力为250万t/a铁水)；三台双流板坯连
铸机(总设计能力超过500万t/a板坯)；一套
7机架4辊热带钢轧机(生产能力为将近400
万t/a最宽1,880 mm的带钢)；以及配套的
电气、自动化和环保系统。

中龙钢铁公司，台湾
普锐特冶金技术（原西门子奥钢联与三菱日
立制铁机械）综合技术实力的集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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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块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宣读5篇造块技术论文，内容包括
烧结和球团制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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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和球团工艺的数值模拟

第一作者：Johann Reidetschläger博士 
论文编号：237

原料条件的改变会对烧结或球团工艺产生很大影响。调节
所有工艺参数以恢复稳定和高效的运行需要花费很多时
间，还可能导致生产损失。另外，原料的变化也会引起工
艺气流和排放指标的波动。为此，普锐特冶金技术开发了
两种模型，用于对烧结和球团工艺进行数值模拟。模型以
Ergun公式为基础，考虑了相关工艺的化学反应。对于正
在运行中的设备，模拟能够在原料条件或操作参数改变时
预测工艺参数的变化。而且，模拟能够为新设备的设计提
供重要的信息，还能对不同的设备配置进行模拟。本文介
绍了数值模拟技术的最新发展，展示了这些先进的计算工
具怎样帮助生产企业应对造块领域的未来挑战。

烧结机的温度分布

烧结厂的新一代选择性废气循环系统

第一作者：Marlene Mühlböck； 论文编号：242

台湾中龙钢铁公司安装的选择性废气循环系统

日益严格的全球环保法规迫使钢铁企业不断提高烧结废气处理
的效率。普锐特冶金技术开发的选择性废气循环(SWGR)系统
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并且缩小下游废气净化系统的规格以节省
投资。SWGR的特点是沿烧结机从选定的风箱抽取部分高温烧
结废气并循环使用，从而使烧结工艺提高能源使用和废气处理
的效率。烧结废气的主要排放物包括CO、CO2、SOx、NOx

和二恶英。气体排放物的含量取决于烧结生料的物理和化学

性质。另外，排放的废气成分沿烧结机方向有明显的变化，因
此，循环使用的这部分废气对烧结废气在通过烟囱排入大气之
前的最终处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采用了不同的废气抽取
和循环制度。依靠新一代SWGR，普锐特冶金技术能够提供一
种能耗低、排放少的环保型方案，从而满足客户的需要和地方
法规的要求。本文介绍了选择性废气循环的最新发展，特别是
根据特殊需要而调整废气循环制度的方案。

模拟能够为新设备的设计
提供重要的信息，还能对不
同的设备配置进行模拟。

依靠新一代SWGR，普锐特冶金技
术能够提供一种能耗低、排放少的
环保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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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球团技术：一种革命性方案

第一作者：Reinhard Redl 
论文编号：245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原料品位不断下降，超细粉矿将在今
后的钢铁工业中占据主要地位。在过去的10年间，球团
在炼铁原料中的比例稳步增大，而且从中长期来看，预
计这一趋势还会加强。为了不受国际市场中球团价格持
续上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正在考虑在自己的
钢厂直接生产球团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做，它们还能根
据优化生产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需要而准确地调整球团的
化学性质。采矿企业也希望找到一种高效、紧凑和灵活
可行的球团技术，以在需要时小批量生产球团。普锐特
冶金技术推出的环形球团技术(CPT)就是高效型和紧凑
型球团技术发展的新成果。它的占地面积大大小于传统
的球团厂，在设备集成和球团产量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灵活性。这样，钢铁企业能够免受球团供应价格上涨
的影响。

印度Pro矿业私营有限公司正在奥里萨邦Keonjhar建设的世界首套
环形球团生产设备(2015年2月)

竖炉式烧结矿冷却机：高能效的烧结矿冷
却方案

第一作者：Michaela Boeberl博士  
论文编号：239

普锐特冶金技术开发了一种新型竖炉式烧结矿冷却机。
与传统的烧结矿冷却机相比，它不仅提高了能源效率，
而且大大改善了环保效果。竖炉式冷却机设计有效地利
用了高温烧结矿的全部热量，使与竖炉内下落的烧结矿
逆向流动的冷却空气得到加热。采用该方案能使竖炉排
出的冷却空气大幅度提高温度，从而更高效地用于下游
的蒸汽制造或发电，或者用于钢厂内的原材料或流体介
质的预热和干燥。与传统的烧结矿冷却机相比，竖炉式
烧结矿冷却机单位投资少，生产成本低，烧结矿冷却能
耗省，产量大，灰尘和其他排放少(因为竖炉是封闭系
统)。本文介绍了竖炉式烧结矿冷却机的特点、优点和面
临的挑战。

在烧结矿冷却过程中回收显热能够显著提高烧结厂的能源
效率(台湾中龙钢铁公司烧结厂)

在高能耗的烧结工艺中，铁矿粉、工艺返料、添加剂和矿物
燃料被制成团块，以满足高炉高效率运行的要求。烧结机排
出的烧结矿温度在500°C – 700°C之间，随后在烧结矿冷却机
中冷却到100°C以下。烧结矿的显热占到总能量输入的一半
左右，通常在烧结矿冷却机内放散到环境中。对于一家产能
为450万t/a的典型烧结厂，每年在冷却时浪费的热能超过了
800,000 MWh⸺相当于大约40,000户中欧家庭一年供暖所需
要的能量。为了降低能源成本，生产企业越来越需要找到将
这些热量加以利用的经济型方案。因此，适用于不同的烧结

矿冷却机类型和现场条件的废热回收系统被开发出来。通过
采用专门设计的冷却机罩，高温烧结矿携带的大量热能被有
效地收集起来，并供给余热锅炉以制造蒸汽。然后，蒸汽既
可以并入当地的蒸汽管网以满足当地不同用途的需要，也可
以供给专门的模块化发动机组用于发电。再增加一个以低热
值高炉煤气为燃料的外接过热系统，就能进一步提高蒸汽的
温度和压力，从而达到当地的要求。本文讨论了在烧结矿冷
却时提高热回收效率的方法。

不同类型烧结矿冷却机废热回收的经济方案

第一作者：Gerald Strasser； 论文编号：262

竖炉式冷却机设计有效地利用
了高温烧结矿的全部热量，使
与竖炉内下落的烧结矿逆向流
动的冷却空气得到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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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
期间宣读8篇炼铁技术论文，内容包
括高炉炼铁、Corex和Finex熔融还
原技术以及直接还原铁(DRI)和副
产品处理方案。

8

Blast Furnace A,  
voestalpine Stahl GmbH, 
A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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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热鼓风系统的改进

第一作者：Mark Geach 
论文编号：252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普锐特冶金技术对热鼓风系统的设
计、制造和安装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改进，以满足生产企
业的需要。本文介绍了多方面的技术成果，包括：热风
炉的外部跨接，热鼓风系统的耐材方案，耐材的供应和
质量控制，燃烧(加热)周期控制，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
燃烧周期改进(废气循环)，耐火砖的设计，等等。在过
去10年间开发热鼓风系统的过程中，普锐特冶金技术广
泛征询全球炼铁客户的意见，以充分了解它们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开发的创新性和定制型设计方案被相继应用
于公司的高炉设计。因此，普锐特冶金技术能够针对炼
铁客户的要求而提供精心设计、性能可靠的热鼓风系
统。

普锐特冶金技术热风炉系统的外部跨接

高炉拱顶区冷却壁的布置

干法渣粒化和热回收

第一作者：Ian McDonald； 论文编号：251

在工业合作伙伴处进
行的干法渣粒化试验

全世界每年产生大约4亿吨温度在1,500°C左右的高炉渣。这
些炉渣通常被用作水泥熟料的替代品或道路施工中的碎石
材料。目前采用的湿法渣粒化工艺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迄今
为止，液态高炉渣携带的大约每吨1.5 GJ的热能无法得到利
用。普锐特冶金技术、奥钢联钢铁公司、FehS(建筑材料研
究所)和Leoben大学正在联合开展一个研发项目，目的是开
发一种利用空气冷却熔渣并且回收废热的干式处理新方法，
得到的粒化渣要达到与湿法粒化渣同样的标准，以便适用
于水泥工业。项目的第一阶段现已完成，内容是于2012年在

Leoben大学(奥地利)建造了一套实验设备，然后使用再熔
化的高炉渣进行了一系列干法渣粒化实验。提高的废气温度
和粒化渣产品的质量已经证明，该工艺适合于工业化推广。
因此，合作各方决定，将项目从实验室规模扩大到试验厂规
模。试验厂目前正在进行项目第二阶段的工作。从2015年早
些时候起，奥钢联钢铁公司(林茨)的A高炉将把所有熔渣直接
送往试验厂。本文介绍了截至目前的研发过程，展望了为实
现将这种改变游戏规则的干法渣粒化和废热回收工艺付诸工
业化推广的目标而在2015年将采取的后续步骤。

迄今为止，液态高炉渣携带的大约每吨1.5 GJ的
热能无法得到利用。

普锐特冶金技术能够针对炼
铁客户的要求而提供精心设
计、性能可靠的热鼓风系统。

冷却系统的设计水平对任何高炉的炉
龄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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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X – 满足苛刻条件要求的铁水生产方案

第一作者：Wolfgang Sterrer； 论文编号：274

高炉炉料操作的集成控制

第一作者：Martin Schaller博士

论文编号：257

普锐特冶金技术与奥钢联钢铁公司炼铁部门紧密合作，
开发了能够确保高炉高性能低成本运行的高炉优化系
统。有效地控制炉料的成分及其在高炉内的分布，是实
现低成本铁水生产的一个关键因素。

本文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用于准确配料和布料控制的各个
工艺模型，以及检验质量和能量平衡合理性的模型工具
箱。

第二部分介绍了这些模型在高炉专家系统中的集成。它
们以基于规则作出决策的方式提供操作指导。文中给出
了修正措施建议的实际例子，还详细分析了闭环炉料控
制方案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专家系统的闭环炉料控制功
能已在奥地利林茨奥钢联钢铁公司所有高炉的最新炉役
中投入使用。

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给出了2014年炉料成分的实际数据(包
括燃料比)以及关于铁水产量和质量的详细资料。对于A

高炉，折合成焦炭的燃料比低于455 kg/t铁水，而利用
系数则大于每立方米工作容积2.45 t铁水。这表明，文中
介绍的炉料集成控制方案对实现高效率低成本炼铁大有
帮助。

奥地利林茨奥钢联钢铁公司A高炉的闭环控制专家系统

建在中国上海浦东的上海宝钢集
团(宝钢)Corex C-3000设备

Corex®和Finex®是仅有的能够替代高炉路线的工业化
铁水生产技术。考虑到原料品位明显下降和环保法规
日益严格的现实情况，有必要对Corex工艺重新进行评
估，并将其同传统的高炉技术加以比较。钢铁工业的
当前发展趋势使利用Corex输出煤气生产直接还原铁
(DRI)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基于Corex/Midrex直接
还原设备的组合式工艺为应对钢铁工业的未来挑战提供
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工艺优点包括：

•  利用煤经济地生产铁水和DRI

• 不需要炼焦和烧结设备
• 是节约能源和处理废料的综合性方案
•  是实现优质铁水生产的环保型方案

本文对基于Corex煤气的不同设备组合方案进行了经济
评估，并同传统高炉路线进行了比较。

直接还原铁厂含铁副产品的回收利用

第一作者：Christian Brunner
论文编号：273

在直接还原铁(DRI)厂，生产工艺本身及原料和产品的
运输会产生大量的铁矿粉、DRI淤泥和DRI粉料。在许
多情况下，这些副产品无需进一步处理即可供烧结工艺
使用。可是，大多数DRI厂都没有烧结设备，最有效的
处理方法是用这些材料在直接还原工艺中替代一部分球
团或块矿。不过，在直接还原设备中回收利用这些副产
品的作法目前并不常见。

有鉴于此，普锐特冶金技术综合研究并测试了含铁副产
品压块工艺。为了检验压块材料的物理稳定性和化学还
原能力，进行了全面的实验室测试(比如静态还原试验)

和现场测试(即所谓的料篮测试)，结果十分成功。本文
介绍了这些令人满意的测试结果和含铁材料的压块方
案。

直接还原工艺废料压块料篮测试实例。测试是在阿赛洛米塔尔德国汉
堡直接还原厂的还原竖炉内进行的。(压块尺寸：大约5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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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X – 梦想成真的炼铁技术

第一作者：Shibu Kondoor John； 论文编号：302

直接还原铁在高炉、电弧炉或喷吹炼钢工艺中的使用 – 综述

第一作者：Gerald Wimmer博士； 论文编号：367

浦项钢铁公司浦项厂(建有三座Finex设备)鸟瞰。
右侧：Finex F-2000示范设备(约800,000 t/a)；
左侧：Finex 1.5M设备(150万t/a)；
背景中央：Finex 2.0M设备(200万t/a)

近年来，有多套新建的直接还原铁(DRI)生产设施相继投入
运行。形成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力是，新的原料条件很适合
于DRI生产，加上燃气价格出现下降。因此，下游炼钢设施
获得了更多的DRI供应。目前有多种使用DRI的技术方案：在
电弧炉内利用电力熔炼，在高炉内代替一部分铁矿石，或者

在采用喷煤技术的转炉内(比如为增大DRI/铁水比例而开发
的喷吹工艺)冶炼。本文详细描述了这些方法和必需的关键设
备，并利用样板厂提供的数据和工艺计算对不同的DRI使用
方法进行了比较，尤其是在工艺步骤、优缺点、局限性和应
用潜力等方面。最后，讨论了实际生产的数据和结果。

热压块铁  
(照片由奥钢联钢铁公司提供)

传统的高炉路线现在仍然是主要的铁水生产技术。除了高炉
本身，还需要炼焦和烧结设备。但是，如果采用创新性的
Finex®工艺，就能在取消炼焦和烧结环节的条件下生产铁
水⸺冶金学家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该技术以熔融还原
方案为基础，直接使用非焦煤作为还原剂和能源，使用未经

造块的粉矿作为含铁原料。Finex使钢铁企业能够以一种环
保的方式降低炼铁成本。考虑到工艺还有进一步优化的潜
力，Finex很可能带来钢铁工业的革命，就像LD(BOF)转炉
炼钢和连铸的成功开发和工业推广那样。本文的主要内容包
括已投运Finex设备的现状和展望以及最新的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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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

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生产目
标 和冶金目标，甚至在某
些方面超出了预期。”

公司经理，奥地利奥钢联钢铁公司

“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宣读16篇炼钢
技术论文，内容包括电炉炼钢、转炉炼钢、不锈钢冶炼和
二次精炼。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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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实现功率输入最大化的电弧炉改造

第一作者：Patrick Zipp  
论文编号：209

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变压器的能力，结合使用坚固耐用的
电极升降系统，电弧炉(EAF)能够达到高性能和高产
量。工艺诀窍也对实现稳定运行大有帮助。电弧炉电力
传输路径的设计必须保证电能以最大功率输入。安装更
大能力的变压器并配以直到电极的合适的大电流系统，
是增大熔炼能力的另一种手段。采用新式液压系统能够
加快各步动作，从而缩短冶炼周期。

旨在改善电弧炉性能的最新改造方案能够扩大产能，降
低生产成本，实现输入功率均衡的操作运行，减少耐材
消耗，提高设备作业率，延长电弧炉使用寿命。本文介
绍了普锐特冶金技术为实现电能输入最大化而实施的最
新电弧炉改造项目的结果。

智能化和整体性的电弧炉炼钢方案

第一作者：Martin Fleischer博士  
论文编号：210

为了在极具挑战性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并且提高
生产安全水平，钢铁企业必须全面考虑包括原料和耗材
在内的所有因素，这就需要一种整体性工艺控制系统。
通过采用先进的自动化功能以及现代测量和分析技术，
能够增加电弧炉工艺的透明度。EAF Heatopt是整体性
电弧炉炼钢方案的核心。这种覆盖所有物流的动态工艺
控制系统能够满足稳定生产效率的需要，并且考虑了所
有相关因素，能够确保实现赢利性炼钢生产。废钢和炉
料配料及装料自动化方案Scrapopt和Chargeopt使整
体性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所有这些，加上自动化水平
极高的智能化闭环控制算法和二级工艺指导，使生产人
员拥有了处理、改进和优化整个工艺的能力。

TYASA公司EAF QUANTUM炉的投产和运行结果

第一作者：Jens Apfel博士； 论文编号：213

本文介绍了全世界第一家配备EAF Quantum炉的短流程钢
厂的运行结果(该炉于2014年5月7日在墨西哥Tyasa公司投产)

，详细讨论了这项新技术的多方面设计特点。通过这种新型

竖炉式电弧炉，普锐特冶金技术展现了帮助炼钢客户全面提
高工艺效率，扩大生产能力和降低运行成本的出色能力。

EAF Heatopt是整体性
电弧炉炼钢方案的核心。

EAF Heatopt能够改进和优化电弧炉炼钢工艺

墨西哥Tyasa公司100吨EAF Quantum炉安装的导电电极臂墨西哥Tyasa的100吨EAF Quantum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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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原子气体对电弧炉中电弧等离子体物理性
质的影响

第一作者：Thomas Matschullat博士  
论文编号：230

通过在电弧炉(EAF)的等离子体环境中引入额外的气
体，工艺条件和消耗指标能够得到明显改善。由于一座
典型电弧炉每年的耗电量达到600 GWh数量级，提高性
能和降低成本的潜力很大。不过，相关实验的规模和电
力需求使得在进行测试前必须利用模拟模型进行详细的
理论分析和求证。因此，开发了一种适用于对70 kA甚
至更大电流条件下的交流和直流电弧进行模拟分析的三
维瞬态物理模型。模型的开发使用了COMSOL，并结合
了基于净辐射系数的辐射输运方程求解器。它以同温度
有关的材料性质(比如电导率、热导率和热容)为基础，
而这些性质则使用另一个模拟模块在相应的参数范围内
计算得到。在考虑典型的炉内气氛(30% CO，10% CO2

，5% H2，55% N2)的条件下，对不同的气体成分进行
了模型分析。不同单原子和分子气体(Ar，CO2，N2

，CH4)的模拟浓度范围为0% – 80%。另外，在这些模拟
中还考虑了0% – 4%的Fe蒸气.

通过模拟，对相关电弧等离子体参数的空间和时间性质
有了了解。其中，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像电弧电压和电弧
电场这样的宏观工艺参数，因为这些参数很容易在实验
结果中得到体现。不过，其他的参数，比如温度、不同
电弧电流下的电流密度分布和气体的成分，也同样重
要。模拟表明，引入额外气体对电弧具有很大的影响，
能够在电弧电压不变的情况下使电弧长度增加25%左
右。

在工业交流电弧炉内引入额外气体以控制电
弧性能：结果和下一步工作

第一作者：Thomas Matschullat博士  
论文编号：229

电弧炉是等离子体的一个重要应用，可以通过引入额
外的气体类型而更好地达到工艺要求。典型的电弧炉气
氛主要由氮气和一氧化碳组成，可以进行电弧操作。不
过，还有很大的机会降低能耗和闪变，同时缩短工艺时
间并因此而增加产能。

对使用不同工作气体时电弧等离子体的性质进行了详细
的模拟分析，并在德国Dörrenberg Edelstahl有限责
任公司Engelskirchen厂的一座4 MVA交流电弧炉上
进行了初步的验证试验。该炉的出钢量约为12吨，用于
特殊工具钢的重熔和生产。氩气和氮气的引入使电弧长
度增大。引入氩气时，观察到熔化过程变得非常平稳，
闪变明显减少，尤其是在使用打包压缩废钢的情况下。
通入天然气时，平熔池阶段的电弧长度可以缩短20%之
多。Dörrenberg电弧炉不同炉役的情况表明，工艺优
化的潜力很大。电弧炉气体喷吹技术也能为其他电弧炉
炼钢企业带来明显优点。

德国Dörrenberg Edelstahl有限责任公司的电弧炉

SVC PLUS降低闪变的出色能力 – 操作经验

第一作者：Bjoern Dittmer 
论文编号：235

SVC PLUS®是一种基于电压源(VSC)型变频器的静态
同步补偿器，通常被称为“STATCOM”。它是无功功
率的来源或吸收器，换言之，它产生电感或电容式无功
功率。SVC PLUS使用了3个采用三角形接线方式连接
的独立模块(多电平变频器)，每个模块包括一个IGBT和
单独的电容器作为电源。串联模块的数量取决于VSC连
接的电压等级。SVC PLUS属于一种FACTS装置(柔性
交流输电系统)，通常被用来提升功率因数和稳定电压。
它由于IGBT转换速度快而响应时间很短，再加上能够直
接同中压母线连接，使人们产生了也将其用于抑制闪变
(特别是电弧炉的闪变)的想法。在世界各地，人们越来
越多地要求得到比传统SVC提供的更好的闪变性能，因
为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较弱的电网上运行更大的电弧炉，
同时满足日益严格的电力质量规定。大约两年前，第一
套用于电弧炉闪变抑制和无功功率补偿的SVC PLUS

系统投入运行，并且达到了原本很高的期望值：闪变抑
制能力显著优于传统的SVC系统，能量损失低于传统的
STATCOM方案，电流输出波形出色，VSC电源模块实
现真正的冗余。现在已有8套系统投入工业应用，其中
有2套是TWIN SVC PLUS(两组VSC并联连接)。SVC 

PLUS采用的模块化多电平变频器设计的突出优点是，
动态响应速度快，半导体开关频率低。这样的特点保证
了出色的闪变抑制能力和很低的变频损耗。本文介绍了
SVC PLUS系统实际运行的结果。

新一代电极控制系统 – 初步运行结果

第一作者：Christoph Sedivy  
论文编号：247

在过去两年间，普锐特冶金技术推出了一种新型电极控
制系统。它将公司的两种知名方案Arcos和Simelt的优
点汇集在一套新的硬件和软件设计方案中。该系统以现
有的硬件平台为基础，开发了新的调节制度。它采用了
阻抗、电流和电弧电阻等先进的控制理念，集成了先进
的功能，目标是打造出市场上最先进的电极控制系统。
结果，提高了电极动作的控制精度，改善了交流电弧炉
的整体性能，降低了单位能耗，缩短了通电时间，减少
了电极消耗。这种新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设计特点是，
许多功能都易于理解，方便了客户的使用。它包括了状
态监测系统和关键性能指标，能够执行电弧炉诊断和其
他更多任务。本文介绍了这种新方案和一套试验系统的
初步运行结果。

基于Simatic TDC的SVC PLUS控制柜

目标是打造出市场上最先
进的电极控制系统。

电弧炉气体喷吹技术也能为其他电
弧炉炼钢企业带来明显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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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弧炉的翅片式阳极改造

第一作者：Patrick Zipp 
论文编号：208

通过采用先进的阳极技术和相关工艺诀窍，直流电弧炉
(EAF)能够提高性能水平和生产效率。本文介绍的改造
方案能够延长阳极的使用寿命，并且带来一系列其他优
点，包括：

•  运行中电弧保持稳定而不中断
• 避免电弧偏转和产生热区
•  在低电流密度下加大功率输入
•  改善阳极传热效果，无需采用水冷
• 能够快速方便地更换底阳极
•  能够在不断开大电流电缆的情况下更换阳极，而不会

有损坏阳极的风险 

• 工作条件更安全，因为不需要冷却水

本文介绍了直流电弧炉改造方案的特点，给出了实际操
作结果。

配备翅片式阳极的直流电弧炉

底吹转炉炉底上氧气、煤和石灰喷吹风口的典型布置

高效率熔炼废钢和直接还原铁的喷吹工艺

第一作者：Gerald Wimmer博士； 论文编号：266

电弧炉除尘改进的新方案

第一作者：Thomas Steinparzer博士

论文编号：260

普锐特冶金技术针对整个废气除尘系统推出了新的综合性
方案，能够降低成本并提高能效。依靠提供所有类型电弧
炉废气处理系统的出色能力而推出的优化方案能够减少废
气量，降低能源需求。另外，废气系统中增加了一个模块
化热回收系统，因此，废气除尘系统的投资成本能够很快
收回。改进的自动化方案也有助于降低废气系统的运行成
本。本文介绍了方案的创新、改进和结果。

针对整个电弧炉除尘系统推出的综合性方案能够提高除尘效率并降低
能耗。

随着废钢和直接还原铁(DRI)价格下跌，加上钢铁工业致力
于进一步减少CO2排放，钢铁联合企业对在转炉炼钢中增大
废钢和热压块铁(HBI)的装入量越来越感兴趣。因此，能够提
高并大范围改变废钢和HBI装入比例的喷吹工艺应运而生。
该工艺的特点是底吹转炉喷煤结合二次燃烧，卵石加热器产
生的富氧热风保证了高二次燃烧率以及从炉气到熔池的有效
传热。这样，喷入煤的化学能能够最大限度得到利用。由于
喷煤的总量能够在很大范围内灵活改变，转炉装入废钢和/或
DRI的比例可以在0% – 70%之间选择。

该技术有着许多极具经济优势的市场机会，比如对于废钢
或HBI的价格比铁水低的钢厂。另外，如果炼铁生产遇到瓶
颈⸺比如计划内的扩产，一座高炉停炉，或者CO2排放规定
限制了铁水产量⸺该工艺也能帮助解决问题。在所有这些情
况下，喷吹工艺都能被用来在将铁水用量保持在最低水平和
避免为增加铁水生产而投入资金的前提下增加转炉的产量。
普锐特冶金技术针对工业化推广的需要开发并优化了喷吹工
艺。本文介绍了工艺特点，进行了详细的经济分析，并给出
了测试和初步工业应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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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处理转炉渣使其适用于水泥工业的新
方法

第一作者：Gerald Wimmer博士  
论文编号：267

典型的LD(BOF)转炉炼钢工艺每生产一吨钢水产生大约
120 kg炉渣。LD转炉渣的传统用途是建筑施工或化肥生
产，但由于环保要求日益严格，市场规模不断缩小，和
销售价格持续下降，这些作法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许多钢厂都不再接受简单的渣场填埋，因为这样不仅产
生灰尘，而且意味着能量损失和大量的土地占用。因
此，除了为减少灰尘排放和空间需求而采用密闭方式进
行炉渣改质和运输，在经济上具有吸引力的转炉渣处理
和销售方法引起了炼钢企业的关注。Loesche、普锐特
冶金技术和其他合作方正在开发一种前景看好的转炉渣
处理技术，使其能够用作水泥熟料的替代品。渣中所含
金属几乎能被全部回收，是该技术的一大亮点。工艺包
括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还原性气氛中将氧化铁从渣
中去除，并按照水泥熟料的需要调整渣的成分，具体作
法是喷煤、加入添加剂和在必要时进行电加热；第二步
是使改质的液态渣以大比例生成硅酸三钙(C3S)的方式
凝固，这让转炉渣具有了水硬性，从而能够作为水泥熟
料的替代品使用；最后一步是将固态渣磨碎和回收剩余
的铁。本文对该工艺进行了详细描述，讨论了质量、能
量和CO2平衡，并给出了测试结果。最后，还对整个工
艺进行了详细的经济性分析。

面向转炉炼钢厂的创新性自动化方案包

第一作者：Thomas Kurzmann  
论文编号：204

智能型自动化和工艺优化系统是钢厂确保提高产品质
量、操作安全和设备性能的关键因素。本文描述了普锐
特冶金技术近年来为改进转炉炼钢工艺和提高成本效益
而开发的创新技术，以下介绍其中的三个实例。一次干
法除尘系统的静电除尘器是LD(BOF)钢厂耗能最多的设
备之一，采用Precon(除尘器节能)系统能够达到出色的
节能效果，初期运行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设备类型
众多是钢厂的另一个实际问题，必须采用专门的传感器
系统进行监测，以确保它们发挥正常功能和延长使用寿
命。普锐特冶金技术新开发的Acoustic Expert系统对
几乎所有装置或工艺发出的噪音进行测量，它的应用大
大提高了钢厂设备监测的可靠性和高效性。设备难以靠
近或其他技术限制经常造成测量数据不准确或有延迟，
而Wiplant自行设置式无线网络系统摆脱了这些局限
性。从以前无法靠近的区域向外大范围传送数据如今已
成为可能，从而为快速和可靠的数据传送提供了新的保
障。本文介绍了这些技术方案的特点和优点，包括对生
产操作的改进效果。

显示了节能幅度、能耗指标和设备性能数据的Precon系统的画面

转炉渣中所含金属几乎
能被全部回收，是该技
术的一大亮点。

转炉工艺模型的创新

第一作者：Rudolf Hubmer  
论文编号：202

由于铁矿石储量逐渐减少，加上原料成本不断增加，碳
钢生产企业被迫越来越多地使用含硫量较高的铁矿。因
此，LD(BOF)转炉炼钢厂必须面临影响到炼钢性能的高
含硫量问题。在不锈钢生产中，富硫铁矿的使用促使许
多企业在铁素体和高锰奥氏体钢种的生产流程中增加了
铁水脱硫步骤⸺尤其是在中国。

碳钢和不锈钢冶炼工艺模型方案包Steel Expert完全能
够应对这样的工艺变化。Steel Expert包括了动态工艺
指导、一套模拟整个转炉生产工艺的预测模型和一系列
针对不同生产环节的设定点模型。改进型MgO和石灰饱
和模型，固态和液态渣的重量和化学成分计算，基于副
枪测量的LD(BOF)转炉自动停吹功能，等等，进一步改
善了LD(BOF)转炉的运行性能；而高硅含量预熔体的脱
硅处理、FeSi加热和中间扒渣操作等的采用，则使AOD

转炉的功能性得到提升。另外，全新的二级自动化系统
人机界面(HMI)已被开发出来，并在近期的项目上得到
成功应用。模型预测结果得到了实验室分析和实际测量
值的验证。本文详细介绍了工艺模型的创新、改进和结
果，包括采用二级工艺优化系统能够达到的节约幅度。

BOF转炉预计算模型典型画面截图

通过动态模拟优化转炉汽化冷却烟道的能量
回收

第一作者：Thomas Steinparzer博士 
论文编号：259

提高能源效率是钢厂降低成本的一个关键因素。举例来
说，碱性氧气转炉(BOF)的汽化冷却烟道系统利用废
气的热能制造蒸汽，从而创造了价值。不过，汽化冷却
烟道锅炉系统的循环泵电耗很高。因此，使用基于水/

蒸汽混合物自然循环而不是依靠泵强制循环的余热锅炉
系统，能够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但是，自然循环系统
的问题是废气温度和流量波动很大，可能会影响到锅炉
系统的性能。必须避免水流量不稳定的现象，以确保汽
化冷却烟道达到可靠和稳定的运行。然而，这种流量不
稳定性的预测非常复杂。依靠自身在这一领域的丰富经
验，普锐特冶金技术有能力对锅炉系统内部的两相流动
进行动态模拟。公司开发的先进的工艺模拟模型充分考
虑了动态工艺行为，利用一个预测模型对包括汽包和蒸
汽缓冲器在内的整个汽化冷却烟道系统进行模拟，还能
对不同的自动化设置进行分析。这样，水/蒸汽流动的瞬
态行为能够得到深入的研究。这些模拟有助于优化转炉
汽化冷却烟道的设计。理论模拟得到了实测数据的成功
验证，自然循环汽化冷却烟道获得了试运行经验。结果
表明，动态模拟模型以极高的精度揭示了循环流动。本
文介绍了模拟模型的特点及其对自然冷却烟道系统的模
拟结果，另外还讨论了汽化冷却烟道的测量数据，并将
其同模拟结果进行了对比。

依靠自身在这一领域的丰富经验，普锐
特冶金技术有能力对锅炉系统内部的两
相流动进行动态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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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D转炉的新型减振系统

第一作者：Gerald Wimmer博士； 论文编号：264

减轻AOD转炉振动的
新型减振系统

比利时Carinox公司的AOD不锈钢炼钢转炉

巴西Companhia Siderúrgica Paulista 
(Cosipa)安装的RH脱气设备

真空脱气设备(VD/VOD和RH/RH-OB)新技术

第一作者：Andreas Harter 
论文编号：211

安装减振系统前后的振动测量表明，
转炉振动幅度降低了50%以上。

普锐特冶金技术推出的一
种高度紧凑的新式RH脱气
设备提升系统将钢包提升
和真空罐更换组合在同一
套装置中。

AOD工艺如今在世界各地都是转炉不锈钢冶炼的标准方案。
在工艺中，气体通过侧风口吹入装有金属熔体的炉膛内，产生
强烈的反应。结果，AOD转炉会产生强烈的振动，导致增加维
修成本和缩短设备使用寿命。为了减轻这些振动，开发出一种
简单却高效的补充系统。首先，与大学合作，利用FEM和CFD

模拟对AOD振动现象进行详细分析和实验室试验，然后在多
家钢厂进行实地测量。通过模拟分析，对这类振动的特性有了
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经过虚拟原型研究和测试，开发出了

一种液压减振系统。最后，制作了一套原型设备，并在进行了全
面的实验室测试之后，在中国的一家钢厂成功地安装了第一套
减振系统。安装减振系统前后的振动测量表明，转炉振动幅度
降低了50%以上。现在，这套坚固耐用的减振系统已经正常使
用了超过一年，作业率几乎达到100%。这种成本低，拥有专利
的减振设计对新建和现有转炉都适合。本文介绍了AOD振动
的基本知识、减振系统的设计特点和实际使用的效果。

如今的钢厂面临着不断变化的要求，二次冶金环节也是如此。
安装的设备和系统需要定期升级，以在生产节奏、原料周转和
全厂物流出现波动的情况下保持高效和优化的运行。因此，钢
铁企业需要关注这方面的发展趋势。举例来说，在过去若干年
间，越来越多的真空脱气设备采用了干式机械泵系统，尤其是
那些炉容小于150 t的单纯脱气设备(VTD)。配备了机械泵系统
的VOD设备在进行吹氧操作时，需要注意安全问题。普锐特冶
金技术推出了一种高度紧凑的新式RH脱气设备提升系统，将
钢包提升和真空罐更换组合在同一套装置中。该方案称为RH 

CVL(组合式真空罐和钢包提升)，从两面都能靠近，即使在天
车无法到底的区域也能实现“直通式”流程，因而能够改善钢厂
物流，提高生产灵活性。本文介绍了真空脱气设备的多种现代
化改造方案和最新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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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

通过板坯连铸机的改造，
我们得到了全世界同类连
铸机中最 先进的 一台，使
我们的生产潜力进一步挖
掘出来。”

公司经理, Acroni, 斯洛文尼亚

“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宣读9篇连铸技
术论文，内容包括板坯、小方坯和大 方坯 连铸以 及自动
化、物流和技术改造方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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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奥钢联钢铁公司的现代化连铸平台

二十一世纪的板坯连铸机 

第一作者：Martin Hirschmanner博士； 论文编号：278

 奥钢联在1968年建造的第一台连铸机就已经拥有了一些时至
今日仍居先进水平的特点，包括直结晶器、连续弯曲和矫直曲
线以及最大限度减少鼓肚的小直径中间支承辊。可以说板坯连
铸机技术早已发展成熟，但说它的发展没有停步也同样正确。
现代的设计方法使技术人员能够进一步改进连铸机，从而满足
生产企业提出的越来越高的要求。每一项重要的性能要求，比
如降低维修成本、降低运行成本和生产优质钢种，都有继续提
高的空间。

近年来，机械设备同液压、电气和自动化系统的结合已经将连
铸机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系统。为了依靠高水平的工
艺控制浇铸先进钢种，同时使运行成本保持在低水平，各个不
同专业的深度融合必不可少。愈行愈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
对连铸机的设计产生影响，从而为生产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本文通过多项实例介绍了连铸机机电系统的特点。

连铸自动化的新亮点

第一作者：Reinhold Leitner  
论文编号：201

先进的自动化模型是现代炼钢生产的一个重要前提。西门
子奥钢联始终是自动化创新的推动力，尤其是在连铸机专
家模型的开发方面。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雄厚实力在包括
DynaPhase、Dynacs 3D和DynaGap等许多方案在内
的最新自动化成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些先进的动态二
冷和轻压下系列方案考虑了收缩和相变等热力学行为，在
连铸工艺的凝固阶段具有显著的直接改善质量的作用。

Speed Expert针对每种浇铸条件计算最佳拉速，还给出
拉速建议，以保证最终凝固点处于扇形段末端，从而达到
最佳的轻压下效果。Nozzle Expert是一个全新的模型，
用以监测二冷系统喷嘴堵塞和软管破损的情况。第一批安
装的系统运行得非常成功，客户对降低维修成本和提高铸
坯质量的出色结果相当满意。在改变钢种时，Intermix模
型精确地计算钢水混合段的化学成分，从而最大限度减少
因超出规范要求而产生的金属损失。另外，全新的二级自
动化系统人机界面(HMI)已被开发出来，并在近期的项目
上得到成功应用。本文详细介绍了这些方案及其运行结
果，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批安装的系统运行
得非常成功，客户对降低
维修成本和提高铸坯质
量的出色结果相当满意。

先进的板坯连铸结晶器技术

第一作者：Josef Watzinger博士  
论文编号：297

本文介绍了可灵活设置为单流、双流或三流浇铸的连铸机
结晶器设备，以及能够精确地调节重要工艺参数的工艺
包。一种新开发并已投入使用的双流浇铸液压分隔器保证
了即使在浇铸过程中也能快速而灵活地调节宽度和锥度。
宽边采用平板和漏斗形铜板的箱式结晶器都在实际生产
中得到使用。文中还介绍了采用专门设计和具有特殊功能
的窄边铜板，包括凸起形、凹进形、倒角式和反倒角式铜
板，以及旨在提高轧制收得率的特种组合式窄边。还推出
了一种新型侧面铸流导向系统，其特点是可以分别调节窄
边铜板和侧面足辊的锥度。窄边足辊的液压压力控制为铸
流提供了最佳支承，保证了提高板坯质量。自动化方案包
DynaWidth在冷态和热态改变板坯宽度时能够准确地
调节窄边。可靠的S调节模式保证了在工作拉速下迅速完
成大范围的宽度变化，使锥形坯段的长度大大缩短。自动
窄边控制能够保证结晶器的传热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从
而提高浇铸工艺的稳定性。

奥地利奥钢联钢铁公司6号板坯连铸机的DynaWidth板坯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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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奥钢联获得了第一份板坯连铸机改造合
同。这标志着奥钢联连铸机改造的长期成功经历的开端。当时，
改造的目标是提高产品质量和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市场对于
降低运行和维修成本，确保达到高作业率的要求。这样的目标
至今没有改变。现在，定期对连铸机进行升级改造，正在成为以
低投资成本达到上述目标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依靠数十年来
积累的板坯连铸机改造经验，普锐特冶金技术能够提供满足生

产企业各种需求的所有升级方案包。这些方案包能够方便地集
成到现有连铸机中，而且只需很短的停产时间即可实施完毕。
本文介绍了连铸机升级方案的最新成果，以近年为德国杜伊斯
堡Hüttenwerke Krupp Mannesmann执行的改造项目为例
详细描述了连铸平台、铸机机头、铸流导向、二次冷却和铸机维
修区的改造方案。该项目安装了新式结晶器液压分隔器，实现
了双流浇铸模式的在线调宽。

干式浇铸时矫直段的铸流

土耳其ALLIAGA公司EGE ÇELIK厂高速
小方坯连铸的下步工作 

第一作者：Jeffrey Morton  
论文编号：285

土耳其Alliaga公司Ege Çelik钢厂的小方坯高速连铸试
验已经成功结束，现有的四号铸机在生产130 x 130 mm

断面时拉速达到了6.2 m/min。 随后，在稳定连铸工艺以
同炼钢节奏匹配和连铸机的设置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研
究。采用了专门的测量仪器以采集各种数据，包括结晶器
温度、(在结晶器下方测量的)实际负滑脱时间和(采用激
光测量的)实际拉速。对所采集数据进行的分析帮助确定
了高速浇铸长材原料坯的最佳铸机设置，并使普锐特冶金
技术对小方坯高速结晶器设计作出了新的改进。本文介绍
了Ege Çelik厂高速连铸试验的最新结果，重点展示了新
一代高速/优质结晶器的特点。

一切为了温度 – 优化表面质量的干式浇铸 

第一作者：Paul Pennerstorfer  
论文编号：301

今后，高温浇铸，或者称之为干式浇铸，将大量用于表面裂
纹敏感钢种的生产，比如微合金钢和先进高强钢。这时，连
铸机的弧形段和矫直段可以不采用或只采用极少水量的
外部喷淋冷却。无论怎样做，目的都是将矫直时的表面温
度保持在延性区以上。为了满足干式浇铸的更高要求，普
锐特冶金技术开发了DynaTac工艺包，能够安装在新建
或现有连铸机上以实现干式浇铸。该工艺包全面考虑了从
冶金工艺模型直到热阻和铸流导向结构等所有方面。本文
介绍了该工艺包和近期安装的项目，尤其是厚板坯连铸机
项目。

满足未来需求的连铸机优化改造

第一作者：Josef Guttenbrunner； 论文编号：294

德国Huttenwerke Krupp 
Mannesmann一号板坯连
铸机安装的液压调节双流分
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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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方坯和大方坯连铸机的高效改造方案

第一作者：Heinrich Thöne  
论文编号：276

为了尽快以企业现有连铸机(CCM)无法生产的产品打入
新市场或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要求，对现有连铸机进行改
造，是达成目标的成本最低的途径。在过去数十年间，普锐
特冶金技术成功地执行了许多小方坯、大方坯和异形坯连
铸机改造项目。改造既可以是安装先进的工艺包⸺比如
D y n a F l ex 液 压 振 动 装 置 、D i a M o l d 结 晶 器 铜 管 或
LevCon结晶器液面控制⸺以提高拉速和增大产能，同
时提高工艺可靠性和改善产品质量，也可以是在现有连铸
机的场地内将其全面转换成高端大方坯或异形坯铸机。  

用于汽车钢种的最新大方坯连铸机方案 

第一作者：Denijel Burzic博士  
论文编号：303

本文以一台安装了先进工艺包的大断面弧形连铸机为例，介
绍了大方坯连铸机的最新方案。用大方坯生产的棒材和线材
是制造发动机和变速箱部件的优质材料。该铸机采用了结晶
器液面控制和结晶器漏钢预防装置。铸流导向系统的气雾喷
淋冷却和内部冷却辊与DynaGap Soft Reduction和其他
工艺包相结合，保证了连铸坯稳定达到高质量。铸坯在热
态下直接送入棒材轧制线，不仅节省了再加热的能源，而
且由于无需使用天车吊运铸坯而提高了操作安全性。对于
特殊钢种，计划安装一套在线铸坯淬火系统。

普锐特冶金技术为奥地利奥钢联多纳维茨钢铁公司建造的
5流大方坯连铸机

意大利Acciaierie di Calvisano公司
(隶属于Feralpi集团)新安装的铸机机头

从铸机到轧机 – 连铸坯的运输、检验、修整和处理
 

第一作者：Philipp Wieser； 论文编号：287

对冶金企业来说，连铸后板坯、大方坯、小方坯和异形坯的运
输、储存和处理，以及它们在轧制前的准备，是一个极具挑战性
的问题。高温铸坯通常以800°C – 1,100°C的表面温度离开连铸
机，然后必须进行切割、打号、检验和必要时的修整。如果需要
向轧机热装，则必须最大限度减少连铸坯的热损失，以降低加
热炉的能耗。在冷却过程中，有些钢种还需要特殊的环境条件(

比如保温)。为了满足所有相关要求，必须对这一过程进行全面
的控制和计划。连铸后立刻要做的第一步是，根据浇铸参数和
工艺条件，利用质量预测模型(比如Quality Expert)进行产品
分级。该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够帮助以收得率优化为原

则作出是否需要进行修整(修磨或火焰清理)的决定。热铸坯的
自动表面检验能够为修整决定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利用适当的
软件工具能够对连铸坯吊装和运输的复杂流程进行可靠的模
拟，从而避免产生冲突，并且计算出运输过程中的冷却速度。多
流连铸机(甚至达到8流)尤其需要详细的出坯周期时间研究。
板坯库、冷床、快冷箱和缓冷箱在钢厂中都占据了很大面积，必
须根据热计算进行优化设计。如果需要快冷或缓冷，还必须增
加关于沉淀析出和连续冷却相变的计算。本文讨论了钢厂连铸
和轧制区域的上述和其他物流、热条件和质量相关问题。

改造也可以是在现有连铸机
的场地内将其全面转换成高
端大方坯或异形坯铸机。

连铸坯的运输、储存和处理，包括轧制前的准备，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物流难题

DynaGap Soft Reduction和
其他工艺包保证了连铸坯稳定达
到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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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连轧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宣读5篇连铸连轧技
术论文，内容包括扁平材和长材的连续生产。

阿维迪公司的阿维迪ESP
线完全达到了预期目标，
产品质量总体达到了出色
的水平。”

Giovanni Arvedi，意大利阿维迪公司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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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薄为胜 – 阿维迪ESP产品大范围替代冷轧
产品

阿维迪ESP线生产的0.8 mm厚优质热轧带钢

在意大利成功运行多年后，再加
上从中国获得了5条线的合同，
如今的阿维迪ESP技术已经走
向成熟并被客户接受，为满足下
游的高要求带来了无限的轧制
可能性。

用阿维迪ESP线生产AHSS：打开机遇之门

第一作者：Bernd Linzer 
论文编号：290

管线钢，强度高但重量轻的汽车钢，还有抗拉强度极高的
超薄带钢，都在大幅度降低成本的前提下被生产出来。一
种新工艺使这些明确的目标得以实现：阿维迪ESP，即无
头带钢生产。依靠精确的热机轧制和在极窄操作范围内的
严格的温度控制，阿维迪ESP工艺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以极低的合金成本生产出新型高端钢种创造了条件。高效
的感应加热和由此带来的节能效果也使运行成本得以降
低 。本 文 介 绍 了 用 阿 维 迪ESP工 艺 生 产 先 进 高 强 钢 种
(AHSS)的可能性，包括第一套工业化设备自2009年以来
在意大利阿维迪钢铁公司的运行结果；还介绍了中国钢铁
企业日照钢铁公司为满足极富吸引力的国内和出口市场
对优质薄规格带钢的需求而于近年购置的5条ESP线。

现在，依靠5条阿维迪ESP线，中国钢铁企业日照钢铁公司重点
面向极富吸引力的国内和出口市场生产优质薄规格带钢。第一
条线于2015年春季投入运行。新建连铸连轧厂的设计年产能力
为合计1,100万吨最宽1,600 mm、最薄0.8 mm的优质超薄热轧
带钢。与传统的连铸连轧工艺相比，能耗和相关成本能够降低

45%之多。这也意味着CO2排放量大幅减少。在项目执行期间，
中方生产人员在技术许可方的工厂⸺意大利阿维迪钢铁公
司⸺接受了全面的培训，为使新建的先进无头铸轧设备达到
最佳运行性能作好了准备。本文介绍了设备配置、培训和服务
内容以及最新投产结果。

日照钢铁公司依靠阿维迪ESP技术生产优质热轧带钢 

第一作者：Andreas Jungbauer； 论文编号：281

新建连铸连轧厂的设计年产能力为合计1,100万吨最宽
1,600 mm、最薄0.8 mm的优质超薄热轧带钢。

中国日照钢铁公司一号阿维迪ESP线的
大压下量机架和感应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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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LINK – 棒材直接轧制的创新性方案 

第一作者：Francesco Toschi； 论文编号：216

德国Bruckhausen双流CSP®连铸机
(版权所有：蒂森克虏伯集团2012)

德国TKSE BRUCKHAUSEN公司CSP线的工艺和自动化改造 
 

第一作者：Reinhold Leitner； 论文编号：200

2 0 1 1 年 7 月 ，蒂 森 克 虏 伯 欧 洲 钢 铁 公 司 ( T K S E ) 德 国
Bruckhausen厂与普锐特冶金技术签订合同，对其紧凑式带
钢生产(CSP®)线连铸部分的原有自动化系统进行现代化改
造。改造方案以成熟的奥钢联连铸自动化方案包为基础，供货
范围包括了用新的PCS7自动化系统取代原工艺控制和显示系
统，以及安装包括DynaWidth结晶器调宽、DynaFlex振动装
置控制和LevCon结晶器液面控制在内的旨在改善产品质量

的工艺控制方案包，还有能够提高设备作业率的Mold Expert

漏钢预防系统。本文介绍了这种对时间要求非常严格，不能额
外 影 响 正 常 生 产 的 系 统 升 级 技 术 方 案 ，展 示 了
LevCon、DynaWith、DynaFlex和Mold Expert工艺包成功
验收后的使用结果，还给出了新自动化系统运行两年后TKSE

的反馈意见。

紧凑型WinLink短流程钢厂总图

WinLink能够直接使用全尺寸生产的炼钢厂提供
的钢水，从而平衡轧制产品和外销钢坯的生产。

WinLink®是普锐特冶金技术推出的用钢水直接连续轧制棒材
的创新性技术。该工艺将一台高速小方坯连铸机与一套高作业
率轧机直接串接，传统的钢坯加热炉被一台先进的感应加热装
置取而代之，打造出一条极为紧凑和高能效的生产线。由于投
资少，生产成本低，节能效果好，收得率高，占地面积小，CO2减

排 幅 度 大，为 棒 材 生 产 企 业 带 来 了 产 品 成 本 显 著 下 降 的 好
处。WinLink非常适合于希望以本土生产的棒材替代昂贵进口
产品的新建短流程钢厂。与其他直接轧制方案相比，WinLink

还能直接使用全尺寸生产的炼钢厂提供的钢水，从而平衡轧制
产品和外销钢坯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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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制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宣读13篇轧制技术
论文，内容包括中厚板轧制、带钢热轧、冷轧和长材轧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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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机的自适应偏心补偿

第一作者：Andy Maierhofer  
论文编号：249

将带钢厚度控制在严格的公差范围内，对确保带钢在高轧
速下达到高质量至关重要。轧机出口厚度波动的原因不仅
有入口带钢的波动，以及影响张力的前滑。轧辊和带卷偏
心，也会引起厚度波动。轧辊偏心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包括轧辊热膨胀不均匀、辊身修磨不精确和辊身通过传动
键的调节不对称。结果，每根偏心的轧辊都会以一定的频
率产生振动。带卷偏心的原因则是带钢的头部缠绕在芯轴
上，而后续带钢一层层缠绕叠加。带卷直径在芯轴处变化
速率较快，因此，带卷每转一圈都引起带钢张力波动。张力
的波动会导致带钢的周期性厚度缺陷。

通过采用自适应算法，直至三阶的轧辊和带卷偏心振动几
乎都能全部消除。新型轧辊偏心度补偿(REC)和带卷偏心
度 补 偿 ( C E C O ) 算 法 的 开 发 采 用 了 基 于 M a t l a b /

Simulink的自动代码生成技术。由普锐特冶金技术率先
应用的这种创新性的开发技术大大加快了控制实施过程，
同时提高了可靠性。

引领潮流的轧机基础自动化方案 

第一作者：Andreas Mantel  
论文编号：304

极具挑战性的当今市场要求生产企业持续改进包括基础
自动化系统在内的设备运行 。新的概念如Profinet和
Profisafe⸺使用方便且直观的HMI，功能性极强的闭环
控制方案，还有数十年积累的丰富技术诀窍，都是创新性
基础自动化系统的重要特点。标准化、可升级的硬件和模
块化软件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为现在和今后的投资
提供了安全保障。无论是部分升级还是全部更换自动化系
统，这些特点都是方案优化的关键。

创新性轧机基础自动化方案重点考虑了生产设备的显示。
这对硬件的标准化、服务器的集成和操作系统的独立性都
非常有利。

创新性基础自动化系统直观显示画面截图

为改善中厚板和炉卷轧制工艺而增强功能性

第一作者：Matthias Kurz博士； 论文编号：223

自2002年以来，普锐特冶金技术在世界各地与客户密切合作，
建成了超过20套中厚板和炉卷轧机，并依靠积累的丰富知识改
进了工艺自动化技术，开发了先进的功能模型，目的是为客户
提供生产优化方案。基于现代物理模型和智能化排序的全自动
热机轧制能够达到最佳的晶粒细化效果，从而改善钢板产品的
机械性能。沿材料厚度方向温度分布的监测和模拟，加上先进
的冷却段工艺自动化，保证了最终钢板/带钢的机械性能得到
严格的控制，而产品范围也能扩大，比如将X70和X80等钢种纳

入其中。普锐特冶金技术开发的创新性凸度和板形控制方案采
用了物理模型，能够在不影响板形的前提下达到大压下量。以
同工艺有关的穿带/甩尾轧制力变化为基础的头尾锥形方案显
著降低了对机械设备的载荷冲击。基于模型的轧辊校正控制已
被证明是无轧辊凸度轧制的关键因素，能够大幅提高产量和轧
制稳定性。先进的轧制节奏控制和冷床装料优化，包括速度优
化的剪切控制，保证了整个生产线达到最佳材料运输。本文介
绍了上述和其他方案的特点和运行性能。

通过采用自适应算法，直至
三阶的轧辊和带卷偏心振动
几乎都能全部消除。

全自动间歇式钢板轧制：第1和3处于展
宽轧制中(第1和3)和三块处于精轧中
的钢板(第2、4和5)位于冷却区。

标准化、可升级的硬件和模块化软件
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为现在和
今后的投资提供了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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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产高强度钢种和高价值钢种，在线加速冷却工艺已经成
为了现代中厚板轧机的一个标准方案。自2002年以来，西门子
奥钢联为世界各地的中厚板轧机安装了许多Mulpic(多功能
间断式冷却)冷却系统。采用Mulpic系统处理的钢板冷却精度
高，温度分布均匀，再加上智能化排序、精确的速度和流量控制
以及全面优化的冷却模型，使Mulpic成为钢板冷却的首选冶
金工具。

直到不久以前，安装的所有这些系统都是长度为24 m的标准
Mulpic设备。不过，由于投资成本较低，钢板生产企业如今希
望在现有的层流冷却段之前增加高流量密度的集管，以进一步
提高性能。这种混合式配置对工艺控制和设计带来了多方面的
难题。本文讨论了这种混合式冷却设备的问题和优点，以及为
确保优化设计、快速安装、顺利投运和获得出色结果而需要采
取的步骤。

MULPIC – 现代钢板生产最强大的冶金工具 

第一作者：Sandip Samanta； 论文编号：195

工艺诀窍 – 让轧机释放潜能的关键  

第一作者：Andrew Harvey  
论文编号：198

在21世纪的头十年，新建钢铁设备和钢产量大幅度增加。
仅仅西门子奥钢联自己就建造及调试了18套中厚板轧机
和30套铝轧机。由于市场形势在2008年发生了巨变，生产
企业一直在寻求通过改进已建成设备的生产工艺而保持
盈利。依靠自身拥有的轧机技术、工艺诀窍和冶金知识，西
门子奥钢联帮助多家知名中厚板生产企业降低了成本，提
高了质量，扩大了产量。本文介绍了许多这样的改进。

正火态钢板的生产是最有意义的改进之一，这些钢板无需
后续热处理。热处理线的负担得以减轻，高附价值钢板的
总产量得以增加。薄钢板板形的改善是另一个例子，它减
少了需要冷矫直的钢板数量，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客
户拓展了市场。西门子奥钢联与另一家生产企业合作，提
高了钢板的厚度精度和成材率，在一个月之内就使钢板的
次品率降低了50%以上。最近，公司还同一家需要改变轧
制道次的铝厂合作，将其轧制速度提高了一倍。尽管不同
的客户有不同的问题，普锐特冶金技术拥有的工艺诀窍和
丰富经验都能帮助它们优化轧机的性能。

贯穿工艺流程的矫直技术满足了日益严格的
中厚板平直度要求

第一作者：Sebastien Maillard  
论文编号：194

中厚板的最终用户希望高强度钢板产品达到更好的平直
度和更低的残余应力。为了设计出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同
时钢板厚度、宽度和强度能够大范围变化的轧机，技术人
员面临着许多的难题。中厚板生产工艺流程的近期发展，
比如采用先进的Mulpic在线冷却，使达到矫直要求的难
度进一步加大。为了在这些设计需要和投资之间找到平
衡，普锐特冶金技术开发了两种能够满足当前和今后工艺
要求的方案。第一种方案以薄规格和中等厚度为对象，通
过在辊盒内设置专用的楔形组件以调节选定轿直辊的位
置，从而用同一套辊盒灵活地得到不同的配置。对于厚板
的矫直，则通过使用轿直辊直径和间距不同的创新性自适
应辊轴支撑式辊盒而获得不同的轿直辊配置。这两种方案
都采用了智能型控制系统和基于先进神经网络技术的自
适应算法，能够精确地控制辊缝及每台电机的转矩和轧
速，从而确保最终的矫直产品达到出色的平直度和最低的
残余应力。在现有或新建设备上采用这些方案时，要在全
面考虑整个产品大纲的生产流程的前提下进行设计。本文
重点讨论包括轧制、冷却和切割在内的钢板生产不同阶段
的平直度控制方案。

一家中国钢厂安装的
Mulpic®钢板冷却系统

热矫直后冷床上的优质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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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钢轧机轧制先进高强钢种的升级技术

第一作者：Julian Thoresson  
论文编号：293

本文讨论了包括双相钢、马氏体钢、多相钢、相变诱发塑性
钢(TRIP)和高强度管线钢在内的先进高强钢(AHSS)市
场的新机遇。为了生产这些钢种，现有轧机通常需要达到
功率和灵活性的极限。

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多种热带钢轧机冷却和卷取AHSS

钢种的方案。举例来说，近年开发的强力冷却方案集层流
冷却和加压快速冷却的优点于一身，能够实施更灵活的冷
却制度。普锐特冶金技术推出的强力卷取机保证了高强度
和厚规格材料的可靠卷取。全集成式机械设备的设计和先
进的工艺优化模型是可靠而经济地生产各种规格高强度
带钢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冷却和卷取技术，本文还介绍了
精轧机设备升级的可行方案。

楔形和镰刀弯控制

第一作者：Matthias Kurz博士  
论文编号：226 

在不引起带钢镰刀弯的情况下减小楔形，对如今的热带钢
轧机工艺自动化系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代无镰刀弯轧
制系统在粗轧和精轧机架周围安装摄像头，以最大限度减
少带钢的侧弯(镰刀弯)。板坯的所有形状误差⸺初始镰
刀弯或楔形⸺都会转化成最终带钢的楔形。如果不采用
额外的执行机构，就只能接受产生楔形的现实。本文的分
析表明，作用在带钢上的侧向力能够引起辊缝处的侧向材
料流动。另外，还介绍了一种能够在不产生镰刀弯前提下
减小粗轧机架楔形的自动化方案。这样，镰刀弯与楔形就
被完全分开，从而可以在粗轧机架采用轧辊倾斜来控制轧
制工艺的楔形。一种针对单块板坯的控制算法以最终带钢
楔形的测量结果为输入，据此调节粗轧机架的轧辊倾斜。
作为成功的关键之一，普锐特冶金技术在前步道次中控制
立辊轧机以施加需要的侧向力。由于唯一需要的设备肯定
已经存在，这一自动化方案不需要进一步增加硬件投资。

热带钢轧机的实时相变控制

第一作者：Peter Hunt  
论文编号：199

继电磁波谱(EMSpec)传感器的成功开发和现场试验后，
工作的重点现在转到了在冷却模型中集成多套传感器，以
使热带钢轧机能够生产更高等级的钢种。EMSpec传感器
的原理是测量目标带钢在一定频率范围内的复阻抗，而复
阻 抗 随 带 钢 的 相 组 成 而 变 化 。为 了 成 功 地 生 产 双 相
钢、TRIP1)钢和TWIP2)钢，需要更严格地控制冷却制度。
采用表面温度测量不足以达到期望的微观结构。EMSpec

传感器能够直接测量带钢在冷却区(尤其是加速水冷区)

的相成分。这种传感器的设计能够耐受恶劣的环境条件。
由于能够加强轧制模型的功能，对冷却区的相组成作出预
测，EMSpec传感器可以用于冷却速度的反馈控制，以获
得期望的微观结构。

欧洲一家大型优质钢生产企业安装了一套这种实时相变
控制系统，结果充分体现了该系统的优点。在精轧机出口
和卷取机入口之间共布置了3台EMSpec传感器装置，以
控制轧机对这些高等级钢种的商业化生产。传感器装置的
数量可以视具体应用而定。EMSpec传感器技术将在一条
无头带钢生产线上进行应用评估，还将在其他热处理工艺
(比如退火炉)中进行检验。

1)TRIP = 相变诱发塑性
2)TWIP = 孪晶诱发塑性  

基于模型的精轧机宽度控制 

第一作者：Daniel Kotzian  
论文编号：224

减小精轧后的带钢宽度偏差和避免过宽/过窄，是如今的
热带钢轧机基础和过程自动化系统面临的关键问题。从逻
辑上讲，热带钢轧机的带钢宽度主要受粗轧机架压下和立
辊轧制的影响。精轧后的宽度偏差源自于精轧前的宽度偏
差或精轧中的异常展宽。精轧机中的展宽行为同轧辊咬入
情况和机架之间的蠕变变形有关。因此，辊缝处的展宽受
厚度减薄、反张力和带钢凸度变化率等因素的影响。机架
间的蠕变变形取决于屈服应力、带钢温度、单位张力、机架
间距离和带钢速度。人们公认，张力能够被用来在精轧机
中控制带钢宽度。入口宽度偏差由前馈宽度控制加以补
偿。另外，基于模型的前馈宽度控制考虑了辊缝的展宽作
用和机架间的蠕变变形。本文描述了基于模型的宽度控制
方案和测试结果。

精轧机宽度前馈控制和宽度反馈控制示意图

人们公认，张力能够被
用 来 在 精 轧 机 中 控 制
带钢宽度。

制造厂内的电磁波谱(EMSpec)传感器(装置长度约为300 mm)

通过外部施加侧向力在不产生镰刀弯前提下消除楔形的基本原理

强力冷却方案使热带钢轧机的冷却段能够生产各种先进钢种。

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多种热带钢轧
机冷却和卷取AHSS钢种的方案。

在不引起带钢镰刀弯的情况下减小楔
形，对如今的热带钢轧机工艺自动化
系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冶金杂志 1/2015 | 技术 | 轧制

90

冶金杂志 1/2015 | 技术 | 轧制

  91  

消除冷轧机的第三阶振动 – 第一套成功的试
验设备

第一作者：Georg Keintzl  
论文编号：296

数十年来，技术人员一直在研究轧机第三阶振动的产生原
因和消除方法。到目前为止，只有振动监测系统投入了成
功的应用，而对于特定产品，轧机经常被迫在远低于设计
能力的速度下运行。

作为振动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普锐特冶金
技术开发了一种独特的主动减振方案，能够消除轧机的第
三阶振动。这种称为ChatterBlock® Control的液压式系
统首次投入成功使用。第三阶轧机振动通常以90 Hz – 150 

Hz的频率发生，是一种自激振动现象，一般出现在串列式
冷轧机的最后机架。它会造成严重的厚度波动、带钢缺陷
甚至带钢断裂。这一现象严重制约了轧机的产能。

ChatterBlock® Control首次安装在一套5机架串列式
冷轧机上，它对抑制第三阶轧机振动的有效性得到了确
认。本文介绍了该技术方案及其首次工业应用得到的出
色结果。

重载和高速铁路要求长钢轨达到严格的直线度公差并提高耐
磨性能和滚动接触疲劳性能。这些要求推动了新型钢轨钢种的
开发和生产工艺的改进。2013年晚些时候，世界首套采用突破
性钢轨硬化技术的系统在中国领先钢轨生产企业之一包头钢
铁 ( 集 团 ) 有 限 公 司 开 始 安 装 。这 种 双 相 钢 轨 喷 射 硬 化
( IdRHa+®TM)系 统 由 普 锐 特 冶 金 技 术 和 意 大 利Centro 

Sviluppo Materiali技术中心联合开发。idRHa+提供了定制

在线冷却的能力，保证了准确地获得细化珠光体组织和期望的
轨头硬度分布。它具有出色的灵活性，以超过150 t/h的能力对
众多规格、钢种和等级的钢轨进行处理。IdRHa+的设计以热模
型、机械模型和冶金模型为基础，其有效性已得到工业试验设备
实验结果的验证。该系统已于2014年在包钢轨梁厂2号线上投入
使用。本文描述了idRHa+技术的主要原理以及它对不同钢轨
钢种的调试进展，还介绍了稳定达到工业化运行的达产过程。 

世界首套新型IDRHA+钢轨硬化系统在中国包头包钢轨梁厂投入应用

第一作者：Federico Pegorin； 论文编号：283

新型4辊定径机：棒材定径的新发展  

第一作者：Marco Langé  
论文编号：214

普锐特冶金技术开发了一种新型4辊定径机，能够有效地
提高高端钢种(比如工程用钢和不锈钢)的产品质量和轧
制产能。这种精密轧制方案的开发采用了现代数值模拟技
术，其有效性已得到实验结果的验证。基于DEFORM 3D

软件的有限元分析(FEA)保证了各种轧制工艺参数都得
到详细的研究。根据实验结果而编写的子程序模型进一步
增强了该工具的功能。这有助于确定能够优化FEA预测
的参数子集，从而使技术开发趋于完善。

4辊设计的主要优点包括：由于机架刚度增大而提高了辊
缝调节的精度，无需更换轧槽即可轧制很大规格范围并确
保达到公差要求，可以忽略的伸展变形简化了尺寸控制，
通过对再结晶和晶粒长大的控制而改善了冶金性能。

普锐特冶金技术的新型2辊和4辊定径机

ChatterBlock主动减振系统

普锐特冶金技术开发的新型4辊定径
机能够有效地提高棒材轧制的产品
质量和产能。

包头包钢轨梁厂的
IdRHa+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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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就是投资未来。”“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宣读2篇节能环保
技术论文，内容包括钢铁厂的能量回收和碳排放循环。

2
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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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厂碳排放的循环利用为燃料和化工生产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新资源，同时减少了钢铁厂的碳足印。实现循环经济是发展
的方向。在碳的使用不可避免时，富碳气体应当被巧妙地循环
利用，比如用于化学品、燃料和塑料的生产。而对于发电来说，
包括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在内的可持续方案能够取代富碳气体
的燃烧。

废气回收技术的新发展大幅度增强了钢铁企业的经济竞争
力。LanzaTech公司的富碳和富氢废气(比如焦炉煤气、高炉
炉顶煤气、直接还原煤气和转炉煤气)微生物发酵技术可以被
用来生产乙醇或其他基础化学品，同时还能大幅度减少CO2

、NOx、SOx和颗粒物向环境中的排放。采用这种方式生产燃
料和化学品能够获得出色的经济回报。使用乙醇作燃料能够比
传统的汽油减少多达70%的温室气体排放。该技术已经达到商
业化实施的水平。 

循环经济：碳循环和钢铁工业

第一作者：Alexander Fleischanderl博士； 论文编号：292 

建在中国首钢的预商业化生物发酵设备
(照片由LanzaTech提供)

联合钢厂和电弧炉工艺路线的能量回收和废
热利用

第一作者：Paul Trunner  
论文编号：261

为了确定提高钢厂能源效率的最可行方案，需要全面了解
钢铁生产链上的所有工艺。在钢铁联合企业，来自炼焦厂、
烧结厂、转炉汽化冷却烟道和加热炉等废热产生源的能量
可以被回收并有效地用到钢厂各处。电弧炉钢厂也有许多
提高能源效率的机会。通过将多个废热产生源结合在一
起，比如直接还原设备、电弧炉高温废气和加热炉，可以有
效地回收能量，利用其经济地发电、制造蒸汽或热水以满
足加热需要或者通过吸收式热泵制取冷却水。本文讨论了
联合钢厂和电弧炉工艺路线能量回收和利用的不同可能
性，重点分析了钢铁厂节能系统的经济可行性。

电弧炉废热回收系统示意图

为了确定提高钢厂能源效率的
最可行方案，需要全面了解钢
铁生产链上的所有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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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方案

机电方案为达到高精
度和优化设备性能奠
定了基础。”

“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宣读3篇机电方案技术论文，内容
包括利用光学测量装置改进带钢的转向控制、基于电磁参数在线确定带钢
的机械性能和依靠光学检验装置改善带钢的切边操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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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参数的在线测量及其在确定以硬度为主
的带钢机械性能中的作用  

第一作者：Alois Koppler博士 
论文编号：219

采用非接触式和非破坏性方法在线测量带钢的机械性能，
为工艺优化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到目前为
止，尚无法直接进行在线带钢测量。普锐特冶金技术推出
的PropertyMon系统采用了先进的方法，利用电磁信号
进行间接测量。通过测量带钢的磁化作用，利用实验室样
品测试得到的参数进行回归计算，能够得到机械性能和电
磁性能，从而获得关于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等指标的可靠
结果。已安装的系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PropertyMon具有一些独特的能力，比如综合测量强度
和电磁性能，或者进行定向(即沿带钢长度和宽度方向)测
量。本文介绍了首次在一家德国钢铁企业的热处理线上进
行的确定带钢硬度的试验，初步结果表明测量系统能够以
极高的精度进行连续的硬度计算，为在线工艺监测和质量
控制提供了保证。该方案是标准的实验室破坏性测试的有
效补充。
 

采用双传感器配置的PropertyMon测量系统

热精轧机的新一代纠偏带控制器，基于对带
钢对中和曲率的光学测量

第一作者：Andreas Lorenz  
论文编号：225

带钢运行稳定顺畅，不产生堆钢，对热精轧机轧制过程的
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是达到出色板形指标和轧机产能要
求的前提条件。本文介绍了一种能够可靠地稳定带钢运行
的新型集成式控制方案。通过采用非对称机架模型，包括
辊缝模型和带钢有限元(FE)模型，能够对精轧机内的带
钢运行进行全面的模拟，包括错层和整个带钢张力分布的
模拟。控制方案由带钢位置控制和张力差控制组成，操作
人员可以在两种模式中进行选择。通过安装在各个机架之
间设有面扫描相机的光学测量装置，解决了轧机之间带钢
位置测量的问题。为了能够在机架之间存在的极端恶劣条
件下得到可靠的结果，开发了新型图像处理算法。系统将
每个机架的带钢对中数据和曲率数据传送至位置控制器。
安装在活套传动侧和操作侧的编码器提供轧制力差值和
和力值数据，并将其作为张力差控制器的输入信号。模拟
结果展示了可以达到的改善程度。

带钢运行稳定顺畅，不产生
堆钢，对热精轧机轧制过程
的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

酸洗线切边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可能会引起带钢边缘缺陷，而这
会进一步导致收得率损失，产品质量下降，不必要的维修量增
多，以及工具成本增加。本文介绍了切边工艺改进项目的结果。
改进方案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确定质量缺陷及其对后续工

艺和维护工作的影响，第二步是执行具体的改进措施并评估改
进效果。安装的光学检测装置称为EdgeMon，是检查带钢边
缘和提高切边质量的基础。本文描述了该装置的功能及其对项
目结果的积极作用。  

采用光学检验装置提高带钢切边质量

第一作者：Helmut Hlobil； 论文编号：218 

采用EdgeMon光学检验装置提高带钢切
边质量(照片中左侧是带钢，右侧可以看到
正在检测带钢边缘的EdgeMon传感器。)



冶金杂志 1/2015 | 技术 | 自动化

100   101  

自动化
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在ESTAD会议期间宣读4篇自动化技术论文，内容包
括工艺优化、状态监测、工艺专家系统和智能仓储物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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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JSW钢铁公司TORANAGALLU厂的
综合性工艺优化系统

第一作者：Rudolf Hubmer 
论文编号：203

JSW钢铁有限公司是印度最大的私营钢铁企业，建成产
能为1 ,430万t/a。位于Toranagallu的JSW钢铁公司
Vijayanagar厂是印度第一家单一地点炼钢能力超过
1,000万t/a的联合钢厂。2013年10月，公司与普锐特冶金技
术签订合同，为该厂20多套来自多家不同供应商的现有生
产设施安装综合性二级(L2)工艺优化系统。对于第一炼钢
车间，新L2系统提供给了两个铁水预处理站、三个铁水脱
硫站、三座钢包炉、两台单流板坯连铸机、一套钢包跟踪系
统和一套车间管理系统。另外，在项目执行期间，还对一套
单流板坯连铸机的原有L2系统进行了升级。在第二炼钢
车间，新L2系统提供给了七个铁水脱硫站、四座钢包炉、
新建RH真空脱气设备、钢包跟踪系统和车间管理系统。验
收考核在2014年7月成功通过，单体设备的调试在合同生
效后不到12个月就已开始。本文介绍了工艺优化系统及其
与JSW自动化环境的集成，还介绍了项目进展和获得的
结果。 

工艺专家 – 从成本效益出色的模块化工艺
自动化到专家系统   

第一作者：Paul Riches  
论文编号：227

工艺自动化系统在过去被用来控制复杂的工业生产工
艺，而现在，它们的功能作用进一步加强。连续记录、评
估和分析产品、设备和操作团队的性能水平，对挖掘优
化潜力必不可少。在理想情况下，关键性能指标(KPI)都
得到准确的确定和连续的记录和监测。普锐特冶金技术
推出的工艺专家(Process Expert)系统为监测和评估
设备性能提供了必要的工具，甚至可以对世界各地的不
同设施设备进行比较。

长材轧制设备的优化涉及到许多方面：提高产品质量和
增加品种，提高设备作业率以增大产量，提高生产灵活
性和开发新产品，节省原料和耗材，采取节能措施，以及
执行其他能够增加盈利的措施。长材轧制工艺专家系统
采集整个生产流程的数据，从钢坯库的原料管理直到成
品库的产品储存，还包括维修管理和轧辊间管理等配套
工艺。它还能同公司的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相连，
从 而 在 订 单 管 理 同 原 料 、耗 材 和 工 具 采 购 之 间 建 立 联
系。客户订单和产品发运之间同样建立联系。另外，该系
统采用了模块化结构，其功能性很容易扩展。它设计了
使 用 方 便 的 操 作 界 面，能 够 通 过 互 联 网 和 智 能 电 话 接
入，可以由用户自行配置，还能创建并发送信息和电子
邮件。最后，工艺专家系统还设计了安全防护机制，能够
可靠地保护系统和长期数据记录。它的远程接口保证了
快速和方便地提供帮助和维护支持。
 

普 锐 特 冶 金 技 术 推 出 的 工 艺 专 家
(Process Expert) 系统为监测和评
估设备性能提供了必要的工具，甚至
可以对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工厂设备进
行比较。

作为一家拥有雄厚IT实力的设备制造
商，普锐特冶金技术为应对这一挑战
而开发了一种称为Control Builder
的方案。

德国阿赛洛米塔尔Eisenhüttenstadt的板坯存放区

在状态监测系统中集成数字模型以增强诊
断能力

第一作者：Arno Haschke  
论文编号：231

离线模拟经常被设备制造商用于冶金设备的设计，以确保
达到性能期望值。既有一些模拟模型能够涵盖整个工厂的
生产运行(比如产量计算)，也有一些小型模拟模型关注于
特定目标，比如闭环控制、振动行为和单个部件的功能性。
在在线模式下对设备运行进行离线模拟的作法早已有之，
不过，这样做必须采取的步骤十分复杂和耗时，需要拥有
足够的工艺诀窍、数字模型的知识积累(比如使用Matlab

或Simulink)以及可直接在自动化平台或状态监测系统
中使用的软件。

作为一家拥有雄厚IT实力的设备制造商，普锐特冶金技术
为应对这一挑战而开发了一种称为Control Builder的方
案。正如本文所述，它能够在状态监测系统(CMS)中使用
离线数字模型或进行离线模拟。这些数字模型对基于状态
的维护工作大有帮助，能够准确提供关于那些无法直接测
量参数的信息(软传感器法)，还能将复杂的运行状态同设
计参数进行对比。一个实例就是对液压闭环控制和相关液
压缸进行监测，以确定阀的退化状态或液压缸内部泄漏是
否明显。这些模拟输出的关键性能指标(KPI)可以由状态监
测系统进一步监测，还可以作为查找问题根源的补充信息。

智能化仓储物流管理为德国阿赛洛米塔尔
EISENHÜTTENSTADT改进板坯存放 

第一作者：Rene Grabowski  
论文编号：233

阿赛洛米塔尔Eisenhüttenstadt有限责任公司在精整
部门采用了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的新型仓储物流系统。
现在，这套仓储物流系统使公司能够随时准确了解产品
库存，全面掌握每年通过板坯存放区的超过40,000块板
坯的情况。它不仅帮助天车司机根据板坯的成分和订单
处理计划而以最佳的顺序堆垛板坯，还能自动记录人工
倒垛操作。因此，该方案改进了工作流程，简化了库存管
理。周转时间也能缩短，因为板坯能够以更高的温度送
入轧机。可扩展的模块化系统以 Simatic IT和普锐特冶
金技术的 IT4Metals Logistics产品平台为基础，以一
目了然的图表分析方式提供大量企业管理和商业运营的
考量。举例来说，它能够展示每一班对任何类型的板坯
有多少次天车操作，因此，每次操作的时间和成本都能
精确地计算出来。本文以实际运行经验为基础，归纳了
物流系统的特点和优点。

位于 Toranagallu 的 JSW
钢铁公司Vijayanagar 钢厂
是印度第一家单一地点炼钢
能力超过1,000 万 t/a 的联合
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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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冶金体验的
新方式

普锐特冶金技术第九届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暨技
术论坛（METEC 2015）展区概览（2015年6月16 
– 20日）

每4年举办一次的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暨技术论坛
（METEC 2015）是世界冶金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活
动。第八届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暨技术论坛（METEC 
2011）吸引了总计约19,000多人到场参观，共有来自
33个国家的486家参展商到场参展。98%的观众和参
展商都给出了高度评价，证明了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
暨技术论坛（METEC）享有盛誉是当之无愧的，它是
业界专家相聚、交流思想和分享经验的理想国际冶金
论坛。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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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普锐特冶金技术⸺全球冶金行业新品牌首次亮相
第九届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暨技术论坛（METEC 2015）。为庆
祝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与西门子奥钢联冶金技术有限
公司的全新合作，普锐特冶金技术通过互动式展览全面展示自
己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通过与世界领先的数字艺术和未来媒
体技术机构Ars Electronica的合作，融入式独特展区让观众
能够充分体验公司全面的业务组合。交互式展示墙和终端邀请
观众自己动手，查找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双赢并与客户达成长期
合作的公司产品和服务。展品布置在开放的空间内，散发着冶
金工艺独特的魅力。

展区中央的一个标志物尤其令人瞩目：展示冶金工艺步骤的活
动屏幕将成为出人意料的表演舞台。这种对钢铁生产流程的艺
术性表现手法，以及其他交互式展品，都是Ars Electronica旗
下最新成立的Ars Electronica Solutions公司的创意。

从走近迎宾台开始，观众即能获取关于普锐特冶金技术以及其
展区的总体信息。接待人员安排访客与公司专家接触。迎宾台
和互动墙都提供关于活动安排和同期会议ESTAD讲座的介
绍。除了最新的ESTAD详细日程，互动墙上还展示普锐特冶金
技术在世界各地执行的项目。在展区的中心位置，从板坯获得

将独特的展区设计成融入式环境，让观众能够
充分体验公司全面的业务组合。

Ars ElectronicaSolutions 公司为普锐特冶
金技术设计的展区以一种直观而生动的形式传
达了丰富的信息。

灵感、造型美观的大型互动桌能够让观众查询关于公司业务范
围的资料。另外一部分设备通过扩增实境接口提供重要技术信
息。展区还布置了一块联网的区域，并安装了众多终端机，通过
它们能够了解到我公司包括环保技术和全周期服务在内的涵盖
整个产业价值链的技术亮点。展区的另一个亮点是一处露天模
拟区，它是整个冶金生产流程的起点。普锐特冶金技术展区还
设置会谈区，以便同客户就具体需要进行详细的讨论。

Ars Electronica Solutions在展区设计中遵循的原则是，以
一种直观而生动的形式传达丰富的信息，同时体现出公司作为
世界高技术创新企业之一的领先地位。这种推出新公司名称并
打造新企业形象的创意方案完美地衬托了普锐特冶金技术独
特的国际声誉。 ●
 

第九届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暨技术大会（METEC  2015 ）于

2015 年 6 月 16  –  20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办。欲了解更多资

料，请登录 www.metec.de  。

Roland Reiter博士，Ars Electronica Solutions公司市场经理，奥地利林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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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ARS ELECTRONICA SOLUTIONS公司高级主管
MICHAEL BADICS对话

超越  
明天

Ars Electronica 是奥地 利一家专注于新型 展示和媒体技术的创意中心，而
Michael Badics 则是其方案部开发新方案的灵感所在。在与《冶金杂志》编辑
Lawrence Gould 博士的交谈中，Badics介绍了他的创意团队为普锐特冶金
技术设计出富于未来风格和高度互动性的第九届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暨技术论
坛（METEC 2015）展区的过程。除了回顾Ars Electronica的出色成就，他还展
望了多项正在开发的极富想象力的方案。

Lawrence Gould博士：Ars Electronica有哪些成果和方案

可能会引起冶金生产企业的兴趣并使它们受益？

Michael Badics: 我们帮助企业改善它们的外部和内部沟通，
这是通过把公司的理念展示出来并让客户和员工就这些理念展
开互动而实现的。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一家公
司具体做些什么和提供些什么。这也适用于钢铁行业，我们可
以为冶金技术和工艺带来完全不同的展示手法。 

Ars  Electronica  为普锐特冶金技术参加METEC 2015设计的

具有未来风格的展区。您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打造出什么

样的形象？

Badics: 我们想创造出一个令人难忘的奇妙的普锐特冶金技术
世界，展示出公司不可思议的工艺和产品范围。目标就是彰显
公司的雄厚实力。通过在生动有趣的互动性元素和生产技术之
间找到平衡点，我们就能有效地宣传贵公司的全面情况和所代
表的意义。

普锐特冶金技术的客户杂志《冶金杂志》（2014 年第 3 期， 
28 –  31 页 ）包括了扩增实境接口的内容，这是首次在西门子

出版物中，也可能是冶金刊物中前所未有的举措，我们为此感

到非常骄傲。当我把那篇文章拿给我儿子Paul看时，他说，“

我10年前在Arc Electronica当导游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开发

扩增实境接口技术了。”那么，Ars Electronica 如今正在开

发哪些新媒体工具呢？我们也许能在以后的杂志中进行宣传。

Badics: 事实上，我们在2002或2003年就已经涉足扩增实境
接口技术了。当时，您可以带着屏幕四处走，从不同的角
度来展示一个房间。早在1996年，虚拟现实就成为了Ars 

Electronica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在那一年第一次向公众展
示了三维“洞穴”。也许在不久以后的某一期杂志上，我们就
能看到称之为E-Paper(电子纸)的技术展示。有了这项技术，

只要翻到这一页，就能自动开始播放视频或者动画。我们已经
能够制作这样的请柬，打开它时能看一小段视频。

我听说，Ars Electronica 正在做的工作和研发在奥地利是独

一无二的，甚至在欧洲可能也是如此。这是真的吗？ 
Badics: Ars Electronica正在做的事情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这是因为，我们有未来实验室和方案公司的全力配合，同世
界各地的大学展开合作，2014年吸引了大约100,000人参
加 Ars Electronica 艺术节，并且每年举办一次 Prix Ars 

Electronica大奖赛。

我们帮助企业改善它们的外部和内部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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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2014年大奖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艺术家和技
术专家提出了大约4,000种想法，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技术领域。
这种难以置信的全球网络有着巨大的协同作用，它帮助我们从
正确的方向优化研发工作，从而实现未来的想法。

您在开发新媒体工具时同其他机构或智囊团合作吗？

Badics: 在奥地利，我们同有奥地利硅谷之称的Hagenberg软
件园、JKU (Johannes Kepler大学)和林茨Kunst-Uni(林茨
艺术与工业设计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我们还有世界性
的活动，包括博士培养计划、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引进等等。
我们与日本的合作也很多，而且我们的网站也有日语版本。
我们发现，日本人在数字艺术和新技术应用方面要比欧洲人
开放得多。 

是什么让Ars Electronica产生创意？我确信，你们决不是靠

做瑜伽和唱圣歌来等待灵感迸发的。

会对人们产生怎样的影响。螺旋式加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
此，Ars Electronica博物馆和艺术节的作用就是，让这些技
术为人所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它们，认识到它们可能对人
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老大哥不只是在看，他总是知道。

Ars Electronica正在进行的工作中，有没有像“51区”*那样

的绝密项目？也许，您能向《冶金杂志》的大约10,000名读者

首次披露一下？

Badics: 是的，我们的确有许多秘密研发项目正在开展，但现
在不方便讨论。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研究的未来型技术
涉及到机器之间的交流，而不仅仅是人与机器的交流。我们期
待着脑机接口能在5到10年内实现，成为一种广泛适用的通信技
术，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人们。这意味着，总有一天，人只要
想一下就能把收音机关上。但是要再次强调，我们必须考虑这
些技术的潜在后果和可能被滥用的情况，这一点至关重要。 

最后，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Badics: 是的。我早年曾在钢铁行业工作过一年半左右。我决
不会忘记操作人员透过护目镜观察钢水的情景，这样他能大致
确定钢水的成分，以及还需要多少添加剂才能达到一定的质量
要求。这是人的能力⸺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请允许我强调
这一点：即使有了这些未来型技术，人也一定还是最核心的
因素。 ●

如需了解更多Ars Electronica 及其方案公司的工作和领先成
果，敬请访问www.aec.at。

Lawrence Gould博士，主编，普锐特冶金技术

* 51区是美国的一处高度机密的军事设施，位于内华达州南部。中央情报局仅仅
在2013年7月才首次公开承认它的存在。由于基地严格保密，这里经常成为阴谋
论和不明飞行物(UFO)传闻的主角。

即使有了这些未来型技术，人也一定还是最核
心的因素。”“

Badics: 我们的灵感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团队。我
们的人员包括了计算机专家、游戏设计师、三维图形专家和社
会学家。员工们也来自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包括东欧、日
本、美洲和其他地区。这一点相当重要。依靠这种多样性，团
队能够产生个体无法产生的新想法。其次，就像前面已经提到
的，我们拥有强大的国际网络，而始终接触到新想法是产生创
意和成果的可靠保证。我们还有一套非常灵活和开放的体系，
对培养创造力十分有利。 

有了大数据、扩增实境接口技术和由来已久的触摸屏，科学幻

想似乎已经部分变成了现实。根据《时代》杂志(2015年2月9
日第6期)引用的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2015年)，绝大多数人

都觉得，这些技术发展太快了，人们没能充分地思考可能的后

果。您如何评价这些技术成果？

Badics: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不仅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
每个人其实都会这样想。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些成果在一年后



作为一家面向冶金行业的可靠
而专业的合作伙伴，普锐特冶金

技术致力于提供涵盖整个行业价值
链的先进技术，并以完善的服务作为补

充。这样能够确保提供的冶金设备在整个
寿命期内以最高性能水平保持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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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蒸汽机到蒸汽火车，再到未来风格的子弹头列车，领导潮流的工业发
展已经为全世界的数十亿人口改变了生活标准，创造了更加美好的未
来。

特别要提到的是，普锐特冶金技术的母公司之一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正在开发LO型高速无轮磁悬浮列车。它将成
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列车，设计行驶速度最高超过500 km/h，计划在2027投入运行。届时，连接东京和大阪的专用
轨道将建设完毕。



西门子奥钢联冶金技术有限公司和三菱日立制铁机械
株式会社强强联合，打造普锐特冶金技术有限公司，
齐心协力创造冶金行业的未来。这个目标的实现离不
开与我们的客户、业务伙伴和研发伙伴的紧密合作。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
primet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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