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连铸功能件介绍
连铸工艺发展得已经很成熟，并带来了新的炼钢工业革命。自20世纪60年代进入商业化
以来，连铸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今天约有80％的钢是用这种方法浇铸的。
钢铁公司对于“以最低的成本生产优质钢”的需求，促进了控制钢水液流的高品质连铸功
能件的发展。该工艺要求材料具有高强度、耐高温冲击的性质，所以起初功能件是用熔融
石英制造而成的。可是，熔融石英产品有很多局限性：主要问题是材料磨砂和温度高于
900℃形成方英石，并且在铸造高锰钢时耐冲蚀性很差。
熔融石英产品目前已经大量被淘汰，仅用于连浇炉数少的场合。目前所用的多数功能件是
以碳素为结合剂的氧化铝、氧化锆以及氧化镁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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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包长水口
塞棒
中间包水口
中间包

SES

SEN

有必要对高品质的功能件在“连铸”
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解释，以便充分认
识它们在工艺中的重要性能。下图是
连铸工艺示意图、显示了产品种类和
用途。
钢包是主要容器，用于将化学成分合
格的钢水运送到连铸机。钢水从钢包
注入中间包并从中间包再注入到结晶
器。

为防止浇铸时钢水从钢包进入中间包
发生二次氧化，采用了钢包长水口。
大多数应用过程中，水口采用冷开浇方式，这意味着材料必须经受极端的热冲击工作条
件，即温度瞬间从室温升到1560℃。钢包长水口的内孔壁还与高速流动的钢水接触，这
就要求具有很高的抗钢水侵蚀性。
结晶器

中间包形式非常简单，它是将钢水分配到结晶器的一种容器，结晶器采用水冷方式帮助钢
水凝固。这一过程必须受到控制，为此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后文将分别对这些方法进
行详细介绍，这里仅作粗略说明：

塞棒和内装浸入式水口（SEN）安装在中间包内，塞棒用于控制钢液的流量，以
1.
确保精确控制结晶器中的钢水液面高度。塞棒和浸入式水口通常要经过预热，所以一定要
能承受比较高的热冲击。由于塞棒头的工作性质（上下运动以打开或限制塞棒头部和水口
座之间的开度），因此它还必须具有高的热强度，塞棒头部必须能够承受极高的冲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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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棒、中间包内水口和外装浸入
2.
式水口（SES）安装在中间包外侧，通常
和中间包内水口相连接。塞棒和SEN的
使用方式相同，只是钢水的流速是通过改
变塞棒头部和中间包内水口座之间的开度
控制的。

滑板

执行机构

A
中间包底部

SES

滑动水口和SES 在这种情况
3.
下，外装浸入式水口安装在中间包外，但
B
它与滑动水口机构的底板连接在一起。滑
双板滑动式水口工作示意
动水口结构各异，但一般分成双板和三板
两种型式。完全打开时，各板上的孔是轴向对中的，通过改变对中程度（限制开口大小）
控制流量。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位置A，滑板和中间包底部的孔对准，因此钢水流量最大。在位置
B，孔未完全对准，钢水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因此限制了钢水流量。如果机构完全缩回，
则各孔将完全错开，使钢液流关闭。

水口更换装置和SES 其主要特征与滑动水口类似，但SES的顶部是套铁皮的、
4.
机加工的平面，并被放在一个“夹头”内，夹头能够使一个SES处在滑动水口的正下方而
另一个装好备用。快速、准确地推动备用SES来取代报废件，再拿走报废的SES。确保了
钢水不间断地流入结晶器。流量控制通过滑动水口实现。
有时也会采用其它流量控制系统，如定径水口和外力驱动的旋转水口，偶尔也采用塞棒。

快速移动
流量控制

载入的新SES

拆除的报废SES
正在使用的SES

换管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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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功能件等定形耐火制品技术
在前面的简介中，已经概述了耐火制品的作用和产品必须具有的主要物理特性。手册的这
一部分重点介绍稳定地生产客户信赖的高性能产品所要求的材料和加工技术。
2.1

材料

福士科的耐火制品由金属、金属氧化物、非氧化材料和片状石墨组成，全部材料由碳素粘
合在一起，而且大多采用釉料层进行保护。配方的综合特性赋予这些产品高抗热冲击和良
好的耐冲蚀-腐蚀等优异性质。每种材料的作用都不相同，大致可概括如下：
材料
片状石墨

特性
90 –98％碳

作用
抗热冲击

熔融氧化铝

99.0％Al2O3

熔融氧化锆
烧结氧化镁

石灰部分稳定。～85
％ZrO2
> 95％ MgO

高稳定性耐火材
料
高稳定性耐火料

非氧化物

金属或金属碳化物

增强抗氧化性

熔剂

低熔点玻璃体和长石

碳结合剂

热分解树脂

改进低温粘结性
并具有一定抗氧
化性
永久高温耐热结
合剂

釉料

低熔点玻璃

稳定的耐火料

抗氧化

优点
不会被结晶器保
护渣润湿
抗钢水
很高的抗钢水性
抗钙处理钢的侵
蚀
防止本体二次氧
化
减少氧化，帮助
形成高温共熔体
高热强度和抗热
应力，不会被熔
剂润湿
保护外表面

缺点
在550℃以上氧化，在
钢水中溶解
易于被结晶器保护渣
溶解。
在保护渣溶解，稳定
性变坏。
抗热应力差，易水合
会降低耐火性，而且
价格昂贵
降低耐火度 形成固
化后易碎的玻璃体
在450℃以上氧化，在
钢液中溶解
会脱落，并在高温下
发生问题

片状石墨是一种天然矿物，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开采到。这种矿物一般可通过泡沫浮选
技术分离出杂质，石墨片的大小通过粉碎和筛选分类来控制。
在CBC（碳素结合陶瓷）中加入这种材料，是因为它的导热率高、热膨胀系数低，可使
产品具有极好的抗热冲击。它不与耐火氧化物产生陶瓷结合物，但会在耐材晶粒和碳结合
剂之间形成分布细密的“缓冲带”，可吸收热应力。由于这种材料的不润湿特性它能够阻
止具有侵蚀性的保护渣的侵入，因此它是需求量很大的材料。在非氧化条件下，片状石墨
具有极高的耐火性。
含量在25～30％的片状石墨时耐热冲击性能最好。
目前，碳素结合剂是氧化铝石墨、氧化锆石墨和氧化镁石墨最常用的结合剂，已大量取
代了传统的诸如粘土和氮化硅之类的陶瓷结合剂。它是由酚醛树脂的初生核热分解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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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沥青或焦油等其它碳素结合剂不同，酚醛树脂的初生核产生相互连接的象碳素带
的晶格，可使强度更高。碳结合剂是在（800～1000℃）较低的温度下开发的，在高于
1600℃的温度下仍能保持稳定。
由于碳素结合剂会被氧化，因此，一般由抗氧化剂和低温玻璃相联合体进行保护，它们形
成一道致密屏障，可防止氧的侵入。
氧化铝石墨一般含20～30％片状石墨、50～60％氧化铝和5～15％的二氧化硅，用于生
产所有功能件等定形制品的本体。

氧化锆砂
加强

氧化锆石墨一般含10～20％片状石墨、70～80％
熔融氧化锆和5％以下二氧化硅，用于加强产品中
容易受到侵蚀性熔剂侵蚀的区域。这种材料一般
可在浸入式长水口和浸入式水口的渣线处见到，
今天，当中间包中使用酸性覆盖熔剂时，常常用
在钢包长水口的渣线处。

氧化镁石墨复合材料一般含10～20％片状砂、
60～70％熔融氧化镁和5～10％二氧化硅，用于
钢包长水口
SEN
某些侵蚀性较强的炼钢场合。在铸造深冲钢、铝
镇静钢（通常需要通过钙处理来修正氧化铝
二次氧化的产品）时常常会见到这些情况。
塞头
高钢水速度/涡流
钢中少量游离的钙会和氧化铝砂中的氧化铝
造成高冲蚀状态
发生反应，降低了它的耐火性，当钢水速度
增大时（如当其进入浸入式水口时）产生的
氧化镁砂
涡流和侵蚀作用足以产生惊人的磨损。氧化
镁砂一般用来加强容易发生此类特殊情况的
塞棒头部和SEN座砖。钢水中的游离钙和复
合材料中的氧化镁发生反应，但其生成品的
氧化铝砂
耐火性比氧化铝-钙高，因此腐蚀/侵蚀作用减
SEN
小。
釉料是碱、金属氧化物、非氧化物、临时结
合剂和悬浮剂的多元混合物。福士科使用的
所有釉料都有确定配方并自家生产。釉
料的作用是防止CBC产品在使用和预热
过程中被氧化，另外它对产品外观的影
响也日益增大。

抗氧化剂
Al2O3、ZrO2
或 MgO

釉料必须不透
空气
碳结合剂

成熟的釉料层

石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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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士科的釉料系统

为有效发挥作用，釉料必须具有以下特性：
1.
2.
3.
4.
5.

可控制和可预知的熔点。
能润湿和附着在产品表面。
与本体有相近的热膨胀系数。
具有阻止自身脱落的液态玻璃相粘度，能获得最小的釉料厚度。
坯料强度好，可以对上过生釉的产品进行搬运。

釉料主要有两种，大多数情况用的是普通釉料，高温釉料则用在加热温度很高的
SEN/SES以及塞棒。
SEN和SES涂有生釉，即在焙烧和机加工（适合的话）之后上釉，釉料加热时被烧成熟
料。
这部分很关键，因为只有在釉料变熟并变成液相后，它才能防止氧化。控制熟釉的粘度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粘度足够低才能均匀有效地覆盖表面。福士科的标准釉料在800℃
时具有保护作用，在1100℃左右保护功能最强。如前所述，在400℃时碳结合剂开始氧
化，因此建议应使预热曲线在400至800℃之间以最短的时间快速越过。为此，我们建议
采用以下预热制度：

图52:

推荐的预热制度

温度（℃）

太热可能开裂
氧化区
温度

温度太低可能受到热冲击

时间（分钟）

从图上可以看出，峰值温度过高或过低都有可能产生裂纹。温度过低，它和钢水之间的温
差将产生热应力进而导致断裂；温度过高，基体材料的结构就会改变，从而导致开裂。
对于符合推荐数值范围的预热方式，建议采用福士科的标准SE25釉料。对于温度在1200
℃以上的情况，建议采用福士科的T18釉料。有时，预热件个别区域的温度会低于其它部
分的温度，在这种情况下，应限定使用低熔点的专用釉料B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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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le shrouds and stoppers after glazing
are fired under oxidising conditions to
上釉后的钢包长水口和塞棒在900℃左右的氧化条件下
around 900C (1650F) prior to finishing,
焙烧，然后修整、检查、包装并发运。
inspection,
packing and despatch.

SENs and SESs are fired under reducing
conditions to around 1000C (1830F). After
SEN和SES在1000℃左右的还原条件下焙烧。焙烧
firing,
they may be machined if
engineering
tolerances are necessary
后，只在有公差要求时，才进行机加工。
before dip glazing.

Afterwards SENs and SESs are wrapped
in ceramic fibre insulation or dip coated
in然后SEN和SES被包入陶瓷纤维隔热材料或放入无纤
a fibre free insulating coating prior to
维的保护套筒，然后检查、包装并发运。
inspection,
packing and despatch.

并不少见的是内部孔腔的温度最后远远高于外部的温度。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内孔采
用T18，而外壁使用SE25。
2.2 制造过程
福士科在苏格兰的邦尼桥（Bonnybridge）生产CBC连铸功能件，工艺路线与所有欧洲制
造商普遍采用的相同。应该指出的是，该工艺路线与日本制造商的工艺路线大不相同，但
更加有效。该工艺路线可概括如下：

按比 例将原材料 、 树脂粘 合剂和再生 材料混合 在
一起 制成批料， 配 方的选 择取决于要 制造的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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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在振 动状态 下被喂入 特殊设计的 工
具 被特 殊设计 的封闭体 密封并被送 到
压 机。 填满的 工具将经 历受控的加 压
。

将 毛 坯 脱 模 ， 每 次 上 釉 或 焙 烧 之 前 在 20 0℃ 的 炉 内
固 化 8小 时 。 钢 包 长 水 口 和 塞 头 采 用 外 浇 注 的 方 法
上 釉 ， S E N 和 S E S在 这 一 步 不 上 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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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艺的关键部分是批料的制备、硬化和焙烧。
批料的制备：
批料的质量决定了“制造工艺”。我们仔细地控制配方、搅拌参数、批料状态、批料的可
处理性能即必须能够自由流动、性能稳定以及最终的由批料的状态和流动性综合决定的可
压制性。福士科同时使用高强度搅拌机和低剪切搅拌机来生产批料，以达到合格的参数。
每批料都进行标准质量检查，且必须达到严格的技术参数。
福士科生产的批料具有标准的欧洲料的特点，呈颗粒状，无粉尘和塑料材质。这与通常采
用日本技术生产的细粒、粉尘状、低塑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压制：
绝大多数功能件产品是用等静压压制的（少数还在用液压压制）。等静压成型方法需要使
用在压力状态下变形的特殊工具以实现塑性变形。标准的工具结构如下图所示。
可变形封闭体

图10

等静压成型需要将工具完全
浸入到液体水池中。用大功
率泵增大内部的压力。由于
介质是液体，因此压力分布
金属芯棒
均匀（故称“等静压”）并
作用在工具上。用塑性材料
成批颗粒料
柔软橡皮
制成的外囊均匀变形，并在
外囊和金属芯棒构成的工具
空腔内压缩细粒。一旦压力
防水密封卡箍
降低，外囊将恢复原来的形
状，当然，已被压缩的材料
仍然是压实状态。压制周期
相对较短，一个标准的加压/
标准的钢包长水口工具
标准的SEN工具
减压周期大约在5分钟内完
成。最大公称压力为5000 psi。现在，取下外囊并滑出芯棒上的毛坯，将压坯从工具中取
出。从图上看，这对于钢包长水口好像很简单，但由于SEN工具芯棒上有“耳朵”，因
此就比较复杂。必须在毛坯剥离之前先取下这些“耳朵”。
防水密封卡箍

之所以能够这样操作是由于压坯实际上是从芯棒上回弹松开的。松弛状态可以保持几个小
时。
硬化：
产品刚从工具上脱下来时，也还会变形，因此需要小心搬运并妥当托撑。由于树脂结合剂
的存在而具有塑性，加热后树脂结合剂就会硬化。这一过程是在工作温度大约为2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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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式炉中进行的。对大件的产品时间要长些，需要“硬化”数小时。从固化炉中取出硬化
后的产品，在移至下一道工序之前要使其先冷却下来。
焙烧：
压制成型且不需要机加工的钢包长水口和塞棒用外浇注的方法上釉、干燥并放入间歇窑炉
中进行焙烧。从冷到冷之间的整个周期大约为8小时，其最高温度900℃，炉况要认真控
制。
SEN和SES从固化炉中取出并在间歇窑炉中进行“密闭焙烧”。这一过程需要将产品密
封在金属容器中进行焙烧以防氧化。由于产品可能需要进行机加工，而且一般在炼钢厂进
行预热，实际上釉料也被这个工艺烘熟了，故而事先不上釉。窑炉内的温度大约为1000
℃。
检验和包装：
所有产品都要进行外观检查和尺寸检查，并利用报废件或试环/棒确定焙烧后的特性。只
有符合规范的产品才能包装发货。按照炼钢厂和产品经理事先商定的包装规范进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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