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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冶金工程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冶金原理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冶金原理考试是为冶金工程专业选拔专科优秀学生进入本科继续学习而实施的入学考

试，冶金原理是冶金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参加考试的考生应理解和掌握冶金原

理中的化学反应的标准吉布斯能及平衡常数、活度及活度系数、标准溶解吉布斯自由能、化

学反应的速率、分子扩散及对流传质、双膜模型和未反应核理论、活度的相互作用系数、金

属熔体的性质、三元系相图的基本知识、熔渣的结构理论、熔渣的理化性质、化合物生成—

分解反应的热力学、氧势及氧势图、燃烧反应的热力学、氧化物的间接还原反应热力学、氧

化物的直接还原反应热力学、铁的渗碳、氧化反应的热力学、脱磷、脱碳、脱硫、脱氧等冶

金热力学及动力学知识，并能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准确地进行分析和计算，能综合运用

冶金热力学及动力学知识分析并解决简单的生产实际问题。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为 75分钟。

试卷包括简答题和计算题两部分。其中，简答题共 90分，计算题共 60分。简答题应根

据题目要求写出文字要点；计算题应写出具体计算过程，结果可用数据代入式子表示，不用

精确算出。

Ⅱ.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冶金热力学基础

（一）化学反应的标准吉布斯能 
mrG 及平衡常数 K

1.知识范围

理想气体 )(gB 的 BmG , 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式 范特霍夫等压方程式 标准生成吉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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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能 
mfG 冶金反应的 

mrG 的求法

2.考核要求

（1）理解吉布斯自由能的概念，以及理想气体 )(gB 的 BmG , 的数学关系式；

（2）掌握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式，会应用 mrG 判断化学反应进行的方向；

（3）理解范特霍夫等压方程式，会判断温度对化学反应平衡移动的影响；

（4）理解标准生成吉布斯自由能 
mfG 的概念，会利用物质的 

mfG 计算化学反应的


mrG ；

（5）会利用电动势 E 、线性组合法求化学反应的 
mrG 。

（二）溶液的热力学性质——活度及活度系数

1.知识范围

溶液浓度的表达方法 拉乌尔定律 亨利定律 活度 活度的标准态 活度系数

2.考核要求

（1）了解钢铁冶金领域常用的浓度单位及浓度单位之间的转换关系；

（2）理解拉乌尔定律和亨利定律，掌握拉乌尔定律和亨利定律的适用范围；

（3）理解活度、活度系数的定义，掌握冶金反应中活度标准态选择的方法。

（三）活度的测定及计算方法

1.知识范围

蒸气压法 分配定律法 化学平衡法 动势法

2.考核要求

（1）了解蒸气压法、分配定律法、化学平衡法、电动势法等溶液组分活度的计算方法。

（四）标准溶解吉布斯能及溶液中反应的吉布斯能计算方法

1.知识范围

组元的标准溶解吉布斯自由能 )(BmsolG
 铁液中组元 B 的


BsolG 的计算

2.考核要求

（1）理解标准溶解吉布斯自由能

BsolG 的概念，掌握不同标准态的


BsolG 计算方法；

（2）掌握溶液中化学反应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

mrG 的计算方法。

二、冶金动力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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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学反应的速率

1.知识范围

化学反应的速率式 反应级数 反应速率常数与温度的关系式

2.考核要求

（1）理解化学反应的速率式、反应级数，掌握反应级数的确定方法；

（2）理解反应速率常数与温度的关系式，了解 Ea和 0k 的确定方法。

（二）分子扩散及对流传质

1.知识范围

分子扩散 扩散介质 扩散通量 菲克定律 扩散系数 对流扩散 传质系数

2.考核要求

（1）了解扩散、扩散介质、扩散通量的概念，理解菲克定律，会判定稳定态和非稳定态

扩散；

（2）理解扩散系数的概念，掌握分子扩散的驱动力，了解气体在不同介质中扩散系数的

表达式；

（3）理解对流传质的概念，掌握对流传质的驱动力，掌握传质系数在边界层理论和表面

更新理论中的应用。

（三）反应过程动力学方程

1.知识范围

双膜模型 未反应核理论 反应过程速率的影响因素

2.考核要求

（1）了解双模理论假说，掌握双模理论的适用范围、主要环节及其在冶金反应动力学的

应用。

（2）了解未反应核模型，掌握未反应核模型的适用范围、主要环节及其在冶金反应动力

学的应用。

（3）掌握反应过程速率的影响因素，会分析温度等因素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

（五）新相形成动力学

1.知识范围

均相形核 异相形核 钢液的结晶动力学

2.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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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均相形核的概念，掌握均相形核的条件、临界半径及新核长大的条件；

（2）理解异相形核的概念，掌握异相形核的实质；

（3）掌握钢液结晶的条件。

三、金属熔体

（一）铁液中组分（组元）活度的相互作用系数

1.知识范围

相互作用系数 活度相互作用系数转换关系

2.考核要求

（1）理解相互作用系数的概念，掌握两种标准态活度相互作用系数的表达式、特征及转

换关系；

（2）掌握利用活度系数计算公式计算铁液中元素的活度系数及活度的方法。

（二）铁液中元素的溶解及存在形式

1.知识范围

过渡族元素的溶解 碳的溶解 硅的溶解 氢和氮的溶解 西华特定律 氧的溶解

硫和磷的溶解 碱土金属的溶解 有色金属的溶解

2.考核要求

（1）了解铁液中过渡族元素、碳、硅、硫和磷、碱土金属、有色金属的溶解及存在形式；

（2）了解铁液中氢和氮的溶解及存在形式，掌握铁液中氢和氮溶解的影响因素；

（3）理解西华特定律，掌握西华特定律的应用；

（4）了解铁液中氧的溶解、存在形式以及溶解氧的测定方法。

（三）金属熔体的物理性质

1.知识范围

熔点 密度 粘度 表面张力 扩散

2.考核要求

（1）了解金属熔体的熔点、密度、粘度、表面张力、扩散等物理性质；

（2）掌握铁液中溶解元素对金属熔体物理性质的影响。

四、冶金炉渣

（一）三元系相图的基本知识

1.知识范围

三元系相图 等含量规则 等比例规则 背向性规则 杠杆规则 重心规则 切线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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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温度最高点规则 三元系零变点的判断规则

2.考核要求

（1）了解罗策布浓度三角形，掌握三角形内某点浓度的表示方法；

（2）理解浓度三角形的几何性质，掌握三元相图中化合物组成点的稳定性、三元无变量

点和二元共晶线的判断方法。

（二）熔渣的结构理论

1.知识范围

分子结构理论 离子结构理论 硅氧复合阴离子

2.考核要求

（1）理解分子结构理论假说，了解分子结构理论的应用；

（2）理解离子结构理论假说，了解离子结构理论的应用，掌握硅氧复合阴离子的种类和

特征。

（三）熔渣的等活度曲线图

1.知识范围

CaO-SiO2-Al2O3三元系组分的活度 CaO-SiO2-FeO三元系组分的活度

2.考核要求

（1）了解 CaO-SiO2-Al2O3三元系组分的活度曲线图，理解 CaO活度及碱度变化特征；

（2）了解 CaO-SiO2-FeO三元系组分的活度，理解 FeO活度及碱度变化特征。

（四）熔渣的理化性质

1.知识范围

酸碱性 碱度 氧化性 还原性 熔化温度 密度 粘度 熔化性温度 表面性质

2.考核要求

（1）理解熔渣酸碱性的概念，掌握氧化物酸碱性分类、特点及碱度表示方法；

（2）掌握氧化渣和还原渣的概念，会判断炉渣的氧化性和还原性；

（3）了解熔渣的物理性质，会分析熔渣物理性质的应用。

五、化合物的分解—生成及 C-H-O系的燃烧反应

（一）化合物生成—分解反应的热力学

1.知识范围

分解压 开始分解温度 化学沸腾温度

2.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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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化合物分解压的概念，会利用分解压判断该化合物的稳定性；

（2）理解化合物的开始分解温度和化学沸腾温度的概念，掌握化合物的开始分解温度和

化学沸腾温度的计算方法。

（二）氧化物生成—分解反应的热力学

1.知识范围

氧势 氧势图 逐级转变原则 氧势递增原理

2.考核要求

（1）理解氧势的概念，掌握氧势和氧势图的应用；

（2）理解氧化物形成－分解的热力学原理，掌握变价元素氧化物的逐级转变原则和氧势

递增原理。

（三）C—H—O系的燃烧反应的热力学

1.知识范围

碳的气化（布都阿尔反应） 水煤气反应 固体碳的燃烧反应 S型曲线

2.考核要求

（1）了解燃烧反应，掌握碳的气化、水煤气反应、固体碳的燃烧反应的热力学原理；

（2）掌握燃烧反应平衡图的分析方法。

六、氧化物还原熔炼反应

（一）氧化物的间接还原和直接还原反应的热力学

1.知识范围

还原剂 还原反应氧化物还原条件 间接还原反应 间接还原反应热力学 CO还原

MO的平衡图 
31

100
KCO 

 增减性 CO还原氧化铁热力学 2H 还原氧化铁 “叉形”曲

线 直接还原反应 直接还原热力学原理 铁氧化物的直接还原反应热力学 复杂氧化物

的还原反应 金属热还原反应

2.考核要求

（1）了解还原剂及还原反应的种类，理解氧化物还原的热力学条件，掌握氧化物还原开

始温度的计算方法；

（2）理解间接还原反应、直接还原反应的概念，掌握间接还原反应、直接还原反应的实

质；

（3）理解间接还原反应、直接还原反应热力学原理，掌握间接还原反应、直接还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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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相平衡成分与温度的关系；

（4）了解复杂氧化物的还原反应、金属热还原反应的热力学，掌握复杂氧化物的还原反

应、金属热还原反应的热力条件。

（二）铁的渗碳及生铁的含碳量

1.知识范围

渗碳 碳化物 碳势

2.考核要求

（1）理解渗碳、碳化物的碳势的概念，掌握 CO-CO2气体对 Fe的渗碳的原理；

（2）了解高炉内生铁的渗碳过程和生铁的含碳量。

（三）熔渣中氧化物还原反应的热力学

1.知识范围

还原反应的分配系数 (SiO2)的还原

2.考核要求

（1）理解还原反应的分配系数，会分析还原反应的分配系数的影响因素；

（2）掌握(SiO2)还原的热力学条件。

（四）高炉冶炼的脱硫反应的热力学

1.知识范围

气－固相的脱 S反应 渣铁间的脱 S反应 铁液的炉外脱 S

2.考核要求

（1）了解高炉冶炼脱硫的方法，了解气－固相的脱 S反应和铁液的炉外脱 S方法；

（2）理解熔渣－金属液间的离子脱 S反应热力学，掌握炉渣脱硫反应的热力学条件。

七、氧化熔炼反应

（一）氧化反应的热力学

1.知识范围

直接氧化反应 间接氧化反应 铁液中元素氧化反应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

2.考核要求

（1）了解炼钢炉内发生的直接氧化反应、间接氧化反应，掌握直接氧化反应、间接氧化

反应的氧化剂；

（2）理解铁液中元素氧化反应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掌握氧化反应的热力学条件。

（二） Mn、Si、Cr氧化反应的热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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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范围

Mn的氧化 Si的氧化 Cr的氧化

2.考核要求

（1）了解Mn的氧化反应，掌握Mn 氧化反应的热力学条件；

（2）了解 Si的氧化反应，掌握 Si氧化反应的热力学条件；

（3）了解 Cr的氧化反应，掌握去碳保铬的热力学条件。

（三）脱碳反应

1.知识范围

碳氧化反应 碳氧浓度积

2.考核要求

（1）了解碳氧化反应的种类，掌握碳氧浓度积的概念及应用；

（2）了解脱碳过程的碳氧浓度积特点。

（三） 脱磷反应的热力学

1.知识范围

磷的危害 脱磷反应热力学 回磷

2.考核要求

（1） 了解磷的危害和炼钢过程中的“回磷”现象；

（2） 掌握脱磷反应热力学条件，理解炼钢过程中[P]氧化与[C]氧化的关系。

（四）脱硫反应的热力学

1.知识范围

硫的危害 脱硫反应热力学 气化脱硫

2.考核要求

（1） 了解硫的危害和气化脱硫反应；

（2） 掌握脱硫反应热力学条件，理解炼钢过程中脱硫反应特点。

（六）脱氧反应的热力学

1.知识范围

脱氧反应热力学 脱氧剂 脱氧常数 Mn、 Si 、 Al的脱氧反应 脱氧方法

2.考核要求

（1）了解常用的脱氧剂的脱氧能力，掌握常见脱氧方法；

（2）理解脱氧常数的概念，掌握脱氧反应热力学，掌握Mn、 Si 、 Al的脱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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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冶金原理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分钟）

（总分：150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简答题（本大题共 6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9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如何判断化学反应进行的方向？

2、什么是菲克定律？菲克定律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3、什么是炉渣中的简单分子和复杂分子，并举例说明。

4、什么是分解压？如何利用分解压判断化合物的稳定性？

5、试比较CO和 2H 的还原能力大小。

6、简述“去碳保铬”的条件。

二、计算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60 分，计算结果可将数据代入用式子表示。

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求如下反应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和平衡常数与温度的关系式： 3C(石)+TiO2(s)=TiC(s)+2CO(g)

已知：∆fGθm( CO )=(-114400－85.77T)J·mol-1

∆fGθm( TiC )=(-184800＋12.55T)J·mol-1

∆fGθm( TiO2 )=(-941000＋177.57T)J·mol-1

2、试计算组成为 %0.5][ C 、 %05.0][ S 、 %0.2][ Mn 、 %1][ Si 的生铁中硫的活

度系数和活度，温度为 1873K。已知：
S
Se ＝－0.028， Si

Se =0.063， C
Se =0.112， Mn

Se =－0.026

3、在 100KPa 下用固体碳还原纯 SiO2(s)，获得的铁液中硅的活度为 0.1（质量 1%溶液为标

准态），试计算 SiO2(s)的还原开始温度。已知 CO和 SiO2的生成反应为：

COOC 22 2)( 石
1

)1( )54.171228800(  molJTGmr
 （1）

)(][ 22 sSiOOSi  1
)2( )25.215814850(  molJTGm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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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原理参考答案

一、简答题（每小题 15 分，共 90 分）

1、答： 0GΔ r  时，反应自发正向进行；（5分）

0GΔ r  时，反应逆向进行；（5分）

0GΔ r  时，反应达到平衡。（5分）

2、答：菲克定律：静止的混合体系中，任一组分原子 or 分子周围都存在浓度梯度。组分向

降低浓度方向迁移，其扩散通量与浓度梯度成正比。 （10分）

适用范围：稳态和非稳态扩散。 （5分）

3、答：简单分子：以简单氧化物存在的为自由氧化物，如：CaO （7分）

复杂分子：以复杂氧化物存在的为复合氧化物，如： 22 SiOCaO  （8分）

4、答：一定温度下，化合物的分解反应达平衡时，体系中唯一一种气体的平衡分压，称为

该化合物在该温度的分解压。 （8分）

分解压 )( nmBABp 越小，化合物越不容易分解，稳定性越强。（7分）

5、答： C810t  时，CO的还原能力比 2H 的还原能力大；（8分）

C810t  时， 2H 的还原能力比CO的还原能力大。（7分）

6、答：高温、真空、加镍提高碳活度。（每点各 5分）

二、计算题（每小题 20 分，共 60 分）

1、解：反应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

∆rGmθ =2∆fGθm(CO)+∆fGθm(TiC) -∆fGθm(TiO2) （8分）

=(527400-336.56T)J·mol-1 （2分）

由于：∆rGmθ=-RTlnKθ=-19.147TlgKθ （8分）

因此：lgKθ=-527400/(19.147T)+336.56/(19.147T)

=(-27545/T+17.58)J·mol-1 （2分）

2、解： ][][][][lg MneCeSieSef Mn
S

C
S

Si
S

S
SS  

57.02026.05112.01063.005.0028.0  （8分）

71.3Sf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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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05.071.3][(%)  Sfa SS  （8分）

3、解：反应(1)-(2)可得：

COSiCsSiO 2][2)( )(2  石
1

)3( )79.386586050(  molJTGmr
 （3）（6分）

11
11.0ln79.386586050

)/(
ln

22
][

)3()3(
)(2








 RTT

aa
PPa

RTGG
CSiO

COSi
mrr

石


 （6分）

平衡时，即 03 )(rG 时，温度 T即为还原开始温度： KT 1444＝开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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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钢铁冶金学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本课程为冶金工程专业的专业课，通过本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要求学生全面了解现代

烧结工艺过程和球团工艺过程，以及现代高炉生产工艺与冶炼过程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掌握

烧结矿和烧结矿的成矿机理与特点，熟悉铁氧化物在高炉内的还原过程和高炉内生铁与炉渣

的形成过程，能够正确地进行高炉工艺计算，掌握高炉强化冶炼的主要技术手段和相应的基

本原理。掌握顶吹转炉炼钢工艺、顶底复吹转炉炼钢工艺、电炉炼钢工艺以及连铸工艺的基

本理论和过程。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75 分钟。

试卷包括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和简答题。名词解释应写出文字说明；填空题应写

出文字或符号；选择题是四选一型的单项选择题；简答题写出文字说明。

名词解释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5 分；填空题共 10 个空，每空 2 分；选择题共 10 小题，

每小题 2 分。简答题为 60 分。

Ⅱ.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炼铁概论

（一）钢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 知识范围

钢铁工业发展的条件 钢铁成为各种机械装备及建筑、民用等各部门的基本材料的原因

2. 考核要求

（1）了解钢铁工业发展的条件。

（2）了解钢铁成为各种机械装备及建筑、民用等各部门的基本材料的原因。

（二）中国钢铁工业的概况

1. 知识范围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

2. 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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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

（三）钢铁联合企业中的炼铁生产

1. 知识范围

长流程 短流程

2. 考核要求

（1）理解什么是长流程以及长流程的缺点。

（2）理解什么是短流程以及短流程的优点。

（四）高炉冶炼过程概述

1. 知识范围

高炉 5 大辅助系统 高炉主体 5 大结构 高炉冶炼过程 铁矿石以及铁矿石的分类、评价、

分布以及入炉前的处理 熔剂 锰矿 焦炭 煤粉 气体燃料 耐火材料 高炉产品 高

炉冶炼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2. 考核要求

（1）掌握高炉炉体剖面图。

（2）了解高炉的主要辅助系统。

（3）了解铁矿石的分类和分布。

（4）掌握铁矿石的评价标准：含铁品位、脉石成分、有害元素、有益元素、矿石的还原性

和高温性能。

（5）理解矿石入炉前加工处理的必要性。

（6）理解有效熔剂性的概念。

（7）掌握焦炭的四大功能，理解高炉冶炼对焦炭质量的要求。

（8）了解高炉喷吹煤粉的质量要求。

（9）了解高炉炉渣的成分。

（10）掌握高炉有效容积利用系数、焦比、煤比、炉龄、冶炼强度和休风率的概念。

二、铁矿粉造块

（一）粉矿造块的意义和作用

1. 知识范围

铁矿粉造块

2. 考核要求

（1）理解铁矿粉造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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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块的基础理论

1. 知识范围

散粒物料颗粒间的相互粘结力

2. 考核要求

（1）了解散粒物料聚结现象的基本机理。

（2）掌握颗粒间相互粘结力的类型。

（三）烧结过程

1. 知识范围

烧结的一般工艺过程 配碳量 抽风负压 气氛 分解反应 还原与再氧化过程 气化反

应 固相反应 液相 烧结矿的矿物组成及结构 垂直烧结速度 蓄热现象 强化烧结

分层布料 偏析布料 点火温度 低温烧结

2. 考核要求

（1）掌握烧结料在烧结过程中形成的四层结构。

（2）了解烧结过程中气氛的判断标准。

（3）理解燃料粒度对烧结过程的影响。

（4）了解烧结过程中的分解反应、还原与再氧化反应与气化反应。

（5）理解固相反应发生的条件和对烧结过程的影响。

（5）掌握液相对烧结矿质量的影响。

（6）理解决定垂直烧结速度的因素。

（7）掌握烧结过程的蓄热现象以及采取高料层厚度作业的优势。

（8）了解强化烧结的技术措施。

（9）了解影响生石灰的分解速度和消化的因素。

（10）理解分层布料的原因及优势。

（11）了解烧结新工艺。

（四）球团过程

1. 知识范围

球团矿 圆盘造球机 生球成型 形成母球 母球长大 生球干燥 球团矿焙烧固结

2. 考核要求

（1）了解生产球团的必要性。

（2）理解铁矿粉加水成球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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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影响成球和生球质量的主要因素。

（4）掌握球团矿的焙烧固结原理。

（5）理解影响球团矿焙烧固结的因素。

（6）了解球团矿焙烧方法。

（五）烧结矿和球团矿的质量检测

1. 知识范围

耐跌落性能 抗压强度 转鼓强度 耐磨强度 热爆裂 还原热强度 热膨胀性 还原性

软化性 熔滴性能

2. 考核要求

（1）掌握烧结矿和球团矿的性能检测的方法。

（六）高炉炉料结构

1. 知识范围

主流的高炉炉料结构

2. 考核要求

（1）掌握目前合理的炉料结构。

（2）理解高碱度烧结矿的冶金性能。

（3）理解酸性球团矿的冶金性能。

三、高炉冶炼过程的物理化学

（一）蒸发、分解与气化

1. 知识范围

蒸发 结晶水分解 碳酸盐分解 析碳反应 气化

2. 考核要求

（1）掌握取消石灰石入炉的原因。

（2）理解碳酸盐分解的基本过程与机理。

（3）理解析碳反应的基本过程，以及对高炉冶炼的不利影响。

（二）还原过程

1. 知识范围

铁氧化物的基本特性 还原 直接还原 间接还原 碳素溶解损失 水煤气反应 未反应

核模型 耦合反应

2. 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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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铁的各种氧化物及其特性，掌握铁氧化物还原的顺序及机理。

（2）了解直接还原和间接还原在平衡状态、还原剂消耗量和反应的热效应方面的特点。

（3）掌握各种铁氧化物还原的热力学过程与特点。

（4）理解 CO 的利用率和氢气的利用率。

（5）掌握水煤气反应。

（6）掌握直接还原与间接还原。

（7）理解铁氧化物气-固相还原反应的动力学，以及相关的几个反应理论模型，掌握矿粒还

原的未反应核模型。。

（8）掌握影响铁氧化物还原速率的因素。

（9）理解铁矿石中其他元素的还原规律，掌握 Mn、Si 元素的还原过程与机理。

（10）理解提高 Mn 回收率的方法，掌握生铁中[Si]含量与炉温之间的关系。

（11）了解炉缸中渣铁间的氧化还原反应，即耦合反应。

（三）炉渣

1. 知识范围

粘度 酸性渣（长渣） 碱性渣（短渣） 初渣 终渣 熔化温度 熔化性温度 粘度 碱

度 硫在渣铁间的分配系数 液泛现象

2. 考核要求

（1）了解高炉造渣过程，掌握对高炉炉渣的性能要求。

（2）掌握高炉终渣的主要物理化学性能（熔化温度、熔化性温度、黏度、表面性质、成分

及碱度），了解表面活性物质，掌握液泛现象的概念。

（3）了解分子理论和离子理论。

（3）了解高炉中硫的来源及分布。

（4）掌握降低生铁中硫含量的措施。

（5）掌握炉渣脱硫的热力学，掌握硫元素在渣铁间的分配系数以及提高分配系数的措施。

（6）了解炉渣脱硫的动力学。

（7）理解炉内脱硫与炉外脱硫的异同点。

（8）掌握高炉中碱金属的反应特点，掌握炉渣排碱的规律。

（四）碳的气化反应

1. 知识范围

燃烧带 理论燃烧温度 鼓风动能 燃烧带内碳的气化 炉缸内碳的气化 煤气成分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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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2. 考核要求

（1）掌握固体碳气化的一般规律。

（2）理解风口前碳燃烧的机理。

（3）掌握燃烧带的概念，理解燃烧带对高炉冶炼的作用。

（4）掌握影响燃烧带大小的因素。

（5）掌握鼓风动能的概念，理解鼓风动能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6）掌握燃烧带内的煤气成分。

（7）理解理论燃烧温度的概念。

（8）了解燃烧带以外碳的气化，掌握煤气上升过程中量及成分的变化规律。

（五）生铁的形成

1. 知识范围

生铁的渗碳反应

2. 考核要求

（1）理解生铁形成过程。

四、高炉冶炼过程的传输现象

（一）高炉中的动量传输

1. 知识范围

动量传输 压降 透气性指数 悬料

2. 考核要求

（1）了解煤气流经固体散料层的一般规律。

（2）掌握描述炉料特征的形状系数（球形度）、当量直径和比表面积直径。

（3）掌握透气性指数的概念，了解各种炉料的透气性指数。

（4）了解散料的流态化过程。

（5）了解高炉冶炼过程中的炉料下降规律，掌握高炉悬料的机理和块状带悬料与下部悬料

的原因。

（6）掌握炉料能够顺利下降的条件。

（7）理解煤气在散料层运动时，影响炉料△P/H 的因素。

（二）高炉内的热量传输

1. 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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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当量 传导传热 对流传热 辐射传热

2. 考核要求

（1）掌握炉料和煤气水当量的概念。

（2）了解炉料和煤气水当量随高度的变化规律及原因。

（3）了解高炉条件下的传热方式和给热系数。

（4）理解高炉中软熔带的形成机理。

（5）掌握软熔带的三种形式，以及每种软熔带的优缺点。

五. 高炉冶炼能量利用

（一）高炉冶炼能量利用指标

1. 知识范围

焦炭的作用 燃料比 焦比 直接还原度 间接还原度 CO 利用率（化学能利用率） 氢

利用率

2. 考核要求

（1）掌握焦炭在高炉内所起的作用。

（2）理解高炉冶炼过程的能量来源。

（3）掌握燃料比、焦比、CO 利用率（化学能利用率）、氢利用率的概念。

（4）掌握直接还原度和间接还原度的概念。

（5）理解燃料中碳在高炉内的氧化程度和利用程度。

（6）了解高炉内热能利用的程度。

（二）高炉能量利用计算分析

1. 知识范围

物料平衡 热平衡 理论焦比

2. 考核要求

（1）掌握生产高炉的物料平衡和热平衡计算。

（2）掌握设计高炉的物料平衡和热平衡计算。

（3）了解理论焦比的四中计算方法。

（三）高炉能量利用图解分析

1. 知识范围

铁的直接还原度 操作线

2. 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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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铁的直接还原度与碳消耗的图解。

（2）理解作为还原剂碳的消耗和作为发热剂碳的消耗。

（3）理解里斯特操作线的画法及特点，了解操作线的限制性因素。

（4）了解理查特区域热平衡图解分析。

六. 高炉炼铁工艺

（一）高炉炼铁生产的原则

1. 知识范围

冶炼强度 有效容积利用系数 焦比

2. 考核要求

（1）了解高炉生产的目标。

（2）掌握高炉冶炼强度、有效容积利用系数及焦比之间的关系。

（二）高炉操作制度

1. 知识范围

装料制度 批重 装料顺序 料线 无料钟炉顶 上部调节 下部调节 造渣制度 热制

度

2. 考核要求

（1）掌握高炉的四大制度。

（2）掌握装料制度、上部调节、装料顺序、料线的概念，理解装料制度对炉况的影响。

（2）了解高炉装料设备的工艺工作制度。

（3）了解无钟布料器的四中典型布料方式。

（4）了解无钟布料与传统大钟布料的特征。

（5）掌握布料制度对气流分布的影响。

（6）掌握送风制度的概念及含义，掌握下部调节的概念。

（7）理解鼓风动能选择的标准。

（8）理解造渣制度及热制度，掌握影响高炉热制度的因素。

（三）高压操作

1. 知识范围

高压操作 高压操作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高压操作系统

2. 考核要求

（1）了解高压操作的概念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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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高压操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3）了解实现高压操作对设备的要求。

（四）高风温操作

1. 知识范围

高风温 加湿鼓风 脱湿鼓风

2. 考核要求

（1）掌握高炉接受高风温的条件。

（2）掌握高风温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3）掌握加湿鼓风对高炉冶炼的作用。

（3）掌握喷吹燃料以后，脱湿鼓风的优点。理解优先考虑脱湿鼓风的条件。

（4）掌握取得高风温的措施。

（五）喷吹补充燃料

1. 知识范围

喷吹燃料 置换比 喷吹量

2. 考核要求

（1）理解喷吹燃料对风口前的燃烧的影响。

（2）理解喷吹燃料对直接还原和间接还原的影响。

（3）理解喷煤量的限制因素。

（4）理解提高喷吹煤粉置换比的措施。

（六）富氧和综合鼓风操作

1. 知识范围

富氧鼓风

2. 考核要求

（1）理解富氧鼓风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2）掌握富氧鼓风操作的特点。

七、炼钢概论

（一）炼钢的发展过程

1. 知识范围

炼钢发展史 炼钢工艺和设备的发展历程 国内炼钢技术的主要工艺和设备 国内

外炼钢发展现状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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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核要求

（1）了解炼钢发展史及国内外炼钢发展现状及方向。

（2）掌握国内炼钢技术的主要工艺和设备。

（二）钢铁工业生产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 知识范围

铁钢比 废钢比 合金比 连铸比 钢材比 板管比

2. 考核要求

掌握上述几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定义。

八、炼钢的任务、原材料和耐火材料

（一）炼钢的任务

1. 知识范围

炼钢意义 炼钢七项工艺任务

2. 考核要求

（1）了解炼钢的意义。

（2）掌握炼钢七项工艺任务。

（二）炼钢用原材料

1. 知识范围

金属料 造渣材料 氧化剂 冷却剂

2. 考核要求

掌握炼钢用原材料种类。

（三）炼钢用耐火材料

1. 知识范围

耐火材料种类和性质 硅酸铝系耐火材料 碱性耐火材料 耐火材料损毁原因及防

止措施

2. 考核要求

（1）了解耐火材料的种类及性质。

（2）掌握硅酸铝系耐火材料和碱性耐火材料的主要组分。

（3）理解耐火材料损毁原因及防止措施。

九、炼钢的理论基础

（一）脱碳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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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范围

脱碳反应式 脱碳反应的热力学及动力学条件 碳氧积

2. 考核要求

（1）了解脱碳反应式和碳氧积的定义。

（2）掌握脱碳反应的热力学条件。

（3）掌握转炉炼钢过程中不同吹炼时期的脱碳速度变化情况。

（二）脱磷反应

1. 知识范围

磷的危害 脱磷方式 脱磷理论 脱磷反应的热力学条件

2. 考核要求

（1）掌握磷的危害及脱磷的必要性。

（2）了解离子理论和分子理论，掌握脱磷方式。

（3）掌握脱磷反应的热力学条件。

（三）脱硫反应

1. 知识范围

脱硫方式 脱硫理论 脱硫反应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条件 硫化物夹杂来源及种类

2. 考核要求

（1）了解脱硫理论，掌握脱硫方式。

（2）掌握脱硫反应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条件。

（3）掌握钢中硫化物夹杂来源及种类。

（四）钢液中的气体和去除

1. 知识范围

脱气方式 脱气反应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条件 降低钢中气体的主要措施

2. 考核要求

（1）了解脱气方式，理解脱气反应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条件。

（2）掌握降低钢中气体的主要措施。

（五）非金属夹杂物

1. 知识范围

夹杂物来源 夹杂物种类 减少非金属夹杂物的主要措施

2. 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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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钢中夹杂物的来源和种类。

（2）掌握减少非金属夹杂物的主要措施。

十、氧气顶吹转炉和顶底复合冶炼工艺

（一）氧气顶吹转炉冶炼工艺

1. 知识范围

工艺过程 工艺特点 熔池内各元素和熔渣成分的变化规律 装料制度 供氧制

度 造渣制度 温度制度 终点控制制度 脱氧合金化制度 溅渣护炉制度

2. 考核要求

（1）了解氧气顶吹转炉冶炼工艺过程，掌握工艺特点。

（2）掌握熔池内各元素和熔渣成分的变化规律。

（3）系统掌握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工艺七大工艺制度。

（二）顶底复合冶炼工艺

1. 知识范围

顶吹和底吹的优缺点 顶底复吹工艺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顶底复吹工艺过程及冶金

特点 复吹工艺的种类及特征 供气元件种类和布置 底吹气源种类和优缺点

2. 考核要求

（1）掌握顶吹和底吹的优缺点。

（2）了解顶底复吹工艺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3）了解顶底复吹工艺过程，并掌握其冶金特点。

（4）掌握复吹工艺的种类及主要特征。

（5）了解供气元件种类和布置，掌握底吹气源种类和优缺点。

十一、电炉炼钢

（一）电炉炼钢工艺

1. 知识范围

电炉炼钢发展史 电炉炼钢优缺点 传统电炉三期工艺过程（熔化期、氧化期、还原

期）及其任务

2. 考核要求

（1）了解电炉炼钢发展史，掌握电炉炼钢优缺点。

（2）系统掌握电炉三期工艺过程（熔化期、氧化期、还原期）及其主要任务。

（二）电炉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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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范围

超高功率电炉 炉底出钢 直流电弧炉

2. 考核要求

掌握超高功率电炉、炉底出钢和直流电弧炉的技术特征及优点。

十二、炉外精炼

（一）炉外精炼方法分类

1. 知识范围

炉外精炼方法的分类

2. 考核要求

了解炉外精炼方法的分类。

（二）炉外精炼方法

1. 知识范围

钢包脱气法 钢液的滴流脱气法 DH RH ASE-ASKF VAD LF VOD AOD

CLU 喷粉法

2. 考核要求

掌握上述炉外精炼工艺的技术特征及工作原理。

十三、连铸工艺

（一）连铸工艺概述

1. 知识范围

连铸机分类 连铸机基本结构 连铸浇注过程

2. 考核要求

了解连铸工艺过程，掌握连铸机的分类、连铸机的基本结构。

（二）连铸工艺

1. 知识范围

浇注温度 拉坯速度 连铸结晶器 结晶器冷却和振动 结晶器锥度 连铸二冷

保护浇注 连铸保护渣

2. 考核要求

（1）掌握连铸工艺基本参数和工艺原理。

（2）掌握连铸保护渣的主要作用。

（三）连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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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范围

漏钢 水口堵塞

2. 考核要求

了解上述两种连铸事故的产生原因。

（四）连铸坯质量缺陷

1. 知识范围

表面纵裂纹 表面横裂纹 星状裂纹 表面夹渣 铸坯气泡 中心偏析 中心

疏松 内部裂纹 铸坯鼓肚 菱变

2. 考核要求

理解上述铸坯缺陷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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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钢铁冶金学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5分，共 5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利用系数

2、炉龄

3、液泛现象

4、理论燃烧温度

5、上部调剂

6、转炉供氧强度

7、转炉氧枪枪位

8、RH 法

9、拉坯速度

10、连铸比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铁矿石烧结过程中，烧结机上某一时刻的烧结料形成四层，自上而下分别是

__________、燃烧层、预热层和过湿层。

2、FexO 在低温下不能稳定存在，当温度低于__________℃时，FexO 将分解成

Fe3O4+α-Fe。

3、高炉冶炼锰铁时炉顶温度较高，结果导致碳素溶损反应过分发展，直接还原度增大，

焦比升高，煤气量__________。

4、风口前碳与氧反应而气化的地区称为__________。

5、高炉的操作制度包括__________、送风制度、造渣制度和热制度。

6、转炉装入制度有定量装入、__________和分阶段定量装入三种。

7、炼钢金属料包括铁水、废钢和__________。

8、钢的热脆主要是钢中__________元素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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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电炉炼钢“老三期”中__________期升温能力最好。

10、连铸机的“心脏”是指连铸机的__________。

三、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涂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下列矿物中，还原性最好的是（ ）。

A、铁酸钙；B、玻璃体；C、赤铁矿；D、磁铁矿

2、酸性氧化性球团不具备（ ）特征。

A、还原性好；B、低温还原粉化性能较差；C、软化温度低；D、生球爆裂温度高

3、炉渣中的离子（正或负）得到或失去电子称为铁液中不带电的中性原子与另一个铁

中原子失去或得到电子而成为渣中离子的反应，称为（ ）。

A、氧化反应；B、还原反应；C、耦合反应；D、电解反应

4、生铁中的[Si]含量一般在（ ）左右。

A、3%；B、30%；C、0.3%；D、0.03%

5、铁矿石烧结过程中，脱硫率一般为（ ）。

A、85%以上；B、25%以下；C、50%左右；D、100%

6、转炉吹炼的（ ）脱碳速度最快。

A．前期 B．中期 C．后期 D．不确定

7、下列哪一个条件（ ）不利于炼钢脱磷反应。

A．高温 B．高碱度 C．大渣量 D．高氧化铁

8、复吹转炉底吹惰性气体的主要目的是（ ）。

A．减少供氧量 B．加强熔池的搅拌 C．提高炉衬寿命 D．增加供氧量

9、炼钢终渣∑FeO 一般控制在（ ）。

A．3-5% B．8-15% C．15－25% D．25-35%

10、下面哪一个（ ）不属于连铸二冷区的作用。

A．拉坯矫直 B．顶弯 C．支撑导向 D．加热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6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铁矿粉造块的目的是什么？

2、加湿鼓风对高炉冶炼的作用是什么？

3、简述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来源。

4、简述连铸结晶器保护渣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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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冶金学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50 分）

1、利用系数：指每立方米高炉有效容积每昼夜生产的合格铁水的吨数，单位是 t/m3∙d。

2、炉龄：两代高炉大修之间高炉实际运行的时间，即不计计划中进行的中小修而造成

的休风以及封炉时间。或者是每立方米炉容在一代炉龄期（两次相邻大修之间）内的累计产

铁量。

3、液泛现象：炉渣在焦块空隙之间产生类似沸腾现象的上下浮动，阻止了炉渣下流，

并堵塞了煤气流通的孔道，引起难行和悬料。另一种是反应生成的气体穿过渣层，生成气泡，

气泡稳定存在于渣层内，炉渣在焦块空隙之间产生类似沸腾现象的上下浮动。

4、理论燃烧温度：碳在燃烧带内的燃烧是一个绝热过程，燃烧氧化成 CO 所放出的热量

全部用以加热所形成的煤气所能达到的温度。另一种是，指在与周围环境绝热的条件下，所

有由燃料和鼓风带入的物理热以及碳素燃烧放出的化学热，全部传给燃烧产物（炉缸煤气）

时，煤气所能达到的温度。

5、上部调剂：利用装料制度的变化来调节炉况。

6、单位时间内每吨钢液的供氧量。

7、氧枪喷头出口端距静止金属液面的高度。

8、真空循环脱气法

9、每流单位时间内拉出铸坯的长度（或铸坯运行速度），m/min。

10、连铸坯产量与钢总产量之比。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填对得 2分，未填或填错得 0 分）

1、烧结矿层；2、570；3、增加/升高/增大；4、燃烧带；5、装料制度；

6、定深装入；7、合金料（或铁合金）；8、硫（或 S）；9、氧化；10、结晶器。

三、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 分，选对得 2 分，选错、未选或多

选得 0分）

1、C；2、B；3、C；4、C；5、A；6、B；7、A；8、B；9、B；10、D。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60 分.）

1、 答：1）将粉状料制成具有高温强度的块状料以适应高炉冶炼、直接还原等在流体

力学方面的要求；………………………………5分

2）通过造块改善铁矿石的冶金性能，使高炉冶炼指标得到改善；……………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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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造块去除某些有害杂质，回收有益元素达到综合利用资源和扩大炼铁矿石原料

资源。……………5分

2、 答：1）加湿鼓风可用其湿分使鼓风的湿度保持稳定，消除大气自然湿度波动对炉

况顺行的不利影响；

2）加湿鼓风可以减少风口前燃烧 1kg 碳所需的风量，并减少产生的煤气量；……4 分

3）加湿鼓风后，使理论燃烧温度和炉缸煤气的平均温度下降；…………………3分

4）加湿鼓风后，炉缸产生的煤气中 CO+H2的浓度增加，氮的含量减少。……4 分

3、答：1）脱氧和脱硫产物；……………………………………………4分

2）随温度降低，元素相互反应产物；…………………………4分

3）熔渣及耐火材料；……………………………………………4分

4）钢水元素的二次氧化产物。…………………………………3分

（注：或从外来夹杂物和内生夹杂物角度进行简述）

4、答：1）绝热保温，减少液面热损失；………………………………………3 分

2）隔绝空气，防止钢液二次氧化；……………………………………3 分

3）吸收上浮夹杂物，净化钢液；………………………………………3 分

4）在坯壳与结晶器内壁形成渣膜起润滑作用；………………………3 分

5）改善结晶器传热。……………………………………………………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