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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灰是炼钢冶金的主要造渣材料,在炼钢的过程中起到脱硫脱磷的作用。冶金工艺、钢产品的
质量优劣、炉衬的使用寿命等等都与石灰的质量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而石灰的活性会将钢材的煅烧中
起到缩短冶炼时间,提升脱硫脱磷效果等显著优势。基于此,本文结合目前的生产技术和相关的资料数据
进行分析,提出影响石灰活性的相关因素,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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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the Activity Degree of the Active L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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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me is the main slag-making material of steelmaking metallurgy, and it plays a role of
desulfurization and deshosphoring in the process of steel making. The quality of metallurgical technology and
steel products an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furnace lining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he lime. The activity
of lime will shorten the smelting time and improve the desulfurization and phosphorus effect in the calcination
of steel.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relevant data, and proposes the
relev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me activit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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