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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鋁熱軋廠鋁胚加熱爐熱分析之研究
A thermal analysis of reheating furnace for aluminum hot rolling in 
Aluminum Corporation 

張 至 中1  ■  王 朝 華2  ■  陳 溪 鎔3

   C.C. Chang, C.H. Wang, S.R. Chen

中鋁熱軋加熱爐共兩座，RF1與

RF2能耗分別為 19Nm3/t和 21Nm3/

t，屬異常偏高，因此本研究建立加

熱爐熱診斷軟體，分析熱損失主要來

源，確認廢氣帶走熱量較高是造成加

熱爐效率較低的主要因素。同時，開

發鋁胚溫度量測技術，用以確認均質

料胚溫之均溫性。中鋁原作業模式

為鋁胚DS側料溫達 520℃時，需均

溫 12小時，但研究結果顯示均溫 6

小時後，其冷熱點溫差已縮小至 5℃

以內，溫度已相當均勻，且機性皆可

符合規範要求，確認均溫時間可再縮

短。預期每年可為中鋁大幅降低加熱

成本及增加產量。

關鍵字：加熱爐、鋁胚、均質料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RF1 and RF2 reheating 

furnace in the Aluminum Corporation was 19Nm3/t and 

21Nm3/t, respectively. The energy consumption was higher 

than the normal reheating furnaces. This study developed 

a thermal diagnostic software to investigate the main heat 

loss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aste gas had the major 

heat losses. We also developed a technique to determine 

the slab temperature uniformity. The regulation required a 

homogenous slab temperature at the driving side be 520℃ and 

a soaking time of 12hrs. Our experimental data showed that 

after a soaking time of 6hrs, the slab temperature uniformity is 

less than 5℃ with mechanical property still confirming to the 

regulation. The Aluminum Corporation decreased the soaking 

time to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heat losses thereby reducing 

the heating cost and increasing the profit.

Key words: R e h e a t i n g  f u r n a c e ,  A l u m i n u m  s l a b s , 

Homogenous slabs

一、前　言

中鋁熱軋加熱爐的外觀如圖 1(a)所示，鋁胚由入口直立進入，加熱到一定的時間後，隨即

由出口出爐，並進行軋延，鋁胚的加熱模式以對流熱傳加熱為主，如圖一所示，主要原因為其

熔點較鋼胚為低以及表面放射率低（0.1左右），因此不宜以輻射熱傳加熱 (1)。鋁胚的加熱藉由

燃燒器點火將燃料與空氣混合燃燒，利用中間處上方的離心扇抽吸，把周邊兩處的熱氣引導至

中央鋁胚處，在鋁胚底處有一測溫棒，專門用來量測鋁胚底部表面的溫度，因此當鋁胚被加熱

的時後，底部的鋁胚會被熱氣優先加熱，如圖 1(b)中的DS側，接著再加熱鋁胚頂部OS側，

藉由風扇的抽吸，使得爐內溫度可保持一定。中鋁加熱爐RF1與RF2能耗（不含均質料）分別

為 19Nm3/t和 21Nm3/t，屬異常偏高，因此須建立加熱爐熱診斷軟體，分析熱損失主要來源，以

做為RF1及RF2能耗改善依據。此外，本研究協助建立加熱爐胚溫量測技術，用以確認胚溫之

均溫性及驗證未來胚溫模擬的準確性，做為爐溫調整之依據，以達到節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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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2.1 加熱爐熱平衡計算

加熱爐熱平衡計算採用 JIS-G0702工程標準 (2)與鋼鐵冶金學 (3)相關文獻內容。熱平衡是利

用熱力學第一定律，描述一個系統內輸入能量等於輸出能量加上系統能量損耗與儲存的總和，

也就是能量守衡的概念。而加熱爐的熱平衡計算模式，是指一段時間內輸入加熱爐設備的總熱

能∑QInput、爐內加熱鋁胚相關的有效利用熱能QOutput、以及各項熱損失總和∑QLoss之間的相互

圖 1(b)、鋁胚加熱爐熱氣循環

圖 1(a)　鋁胚加熱爐外觀

測溫棒，專門用來量測鋁胚底部表面的溫度，因此當鋁胚被加熱的時後，底部的鋁胚會被熱氣優先加

熱，如圖一(b)中的DS側，接著再加熱鋁胚頂部OS側，藉由風扇的抽吸，使得爐內溫度可保持一定。中

鋁加熱爐RF1與RF2能耗(不含均質料)分別為19Nm3/t和21Nm3/t，屬異常偏高，因此須建立加熱爐熱診斷

軟體，分析熱損失主要來源，以做為RF1及RF2能耗改善依據。此外，本研究協助建立加熱爐胚溫量測

技術，用以確認胚溫之均溫性及驗證未來胚溫模擬的準確性，做為爐溫調整之依據，以達到節能目標。

圖一(a)、鋁胚加熱爐外觀

圖一(b)、鋁胚加熱爐熱氣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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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關係。本研究期望建立一套適用於所有加熱爐的計算模式，因此計算模式的通用性與現場

維護的便利性便成為首要考量。關於加熱爐熱平衡方程式，可表示如下。熱能 (Q)單位皆以每

噸（單位重量）鋁胚的熱能 (kcal/t)來表示：

∑QInputQOutput∑QLoss∑QOther (1)

其中：∑QInput (kcal/t)是指一段時間的總輸入熱能；QOutput (kcal/t)是加熱產品的輸出熱能；

∑QLoss (kcal/t)則是設備在操作過程中的各項能量損耗或儲存；QOther (kcal/t)則包含了儀錶信號、

計算模式、或其他未知原因的能量計算誤差。

（公式1）中的∑QInput、QOutput、與∑QLoss皆可根據儀錶信號讀值和理論計算公式來獲得，

但QOther因代表著實際操作或理論模式之間的未知誤差與不確定因素，因此具有如下關係：

QOthert∑QInput (QOutput∑QLoss ) (2)

然而必須注意，QOther的數值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所代表的意義分別為：∑QInput 

(QOutput∑QLoss )：代表輸入熱被高估或輸出熱與損失熱被低估；或∑QInput (QOutput∑QLoss )：

輸入熱被低估或輸出熱與損失熱被高估，其差異乃因未知誤差與不確定因素 (QOther)所造成。因

此QOther值的大小也通常被用來判斷熱平衡計算模式準確性的參考依據。在實際的應用上，通

常會將各項熱能以百分比來表示，即為：

ηItem
QItem

100% (3)∑QInput

其中的QItem表示為某特定項目的輸入、輸出、或損失熱能。

輸入熱∑QInput (kcal/t)：

(1) 燃料燃燒熱 (QFCH) (kcal/t)：燃料消耗量×燃料低熱值（與燃料成份和種類有關，中鋁加熱

爐採用NG(natural gas)燃料）

燃料低熱值∑燃料成分百分比該成分的熱值 (4)

(2) 燃燒空氣顯熱 (QCAS) (kcal/t)：以燃燒空氣耗用量、空氣比熱、預熱溫度等計算

(3) 鋁胚進爐顯熱 (QBCS) (kcal/t)：以實際進爐溫度（鋁胚進爐熱含）、產量 (MT/hr)計算

輸出熱QOutput (kcal/t)：

(1) 鋁胚吸收熱：根據鋁胚實際出爐溫度、產量 (MT/hr)計算

總熱損：

(1) 爐體損失熱 (QFBL) (kcal/t)：加熱爐外殼的總熱損失，乃根據各爐區爐殼表面溫度的熱對流

經驗公式計算 (1)

QFBLAαi (TFB (Part )TATM )1.25 (5)

式中：TFB (Part )為爐體各部位外殼的表面溫度（℃）；TATM是外氣（大氣）參考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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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i是各種重力方向效應下的對流作用係數，A為爐體表面積 (m2)

(2) 廢氣損失熱 (QFML) (kcal/t)：廢氣溫度、廢氣流量、廢氣比熱 (與成份有關 )計算

廢氣比熱∑廢氣百分比該成分的比熱 (6)

(3) 其他熱損失：無法由理論考量或計算上的誤差，一般±15%以內為合理範圍下表 1為文獻

鋼鐵冶金學 (3)分析某一加熱爐熱平衡計算的各項百分比，中鋁因無銹皮以及冷卻水問題，

因此將不包含氧化銹皮生成熱、氧化銹皮顯熱以及冷卻水帶走熱量問題。

表 1　加熱爐熱平衡分析
(2)

入　　　　　熱 出　　　　　熱

項目 (103kcal/t) (%) 項　　　目 (103kcal/t) (%)

(1)燃料燃燒熱 469.5 86.3 (4)出爐鋼材之熱含量 198.5 36.5

(2)空氣之顯熱 63.1 11.7 (5)氧化銹皮之顯熱 2.8 0.5

(3)氧化銹皮生成熱 10.7 2.0 (6)廢氣帶走之熱量 231.2 42.6

(7)爐體蓄熱及熱散失 110.8 20.4

計 543.3 100.0 計 543.3 100.0

2.2 加熱爐鋁胚胚溫量測技術建立

1. 胚溫測試所需的水箱體積計算：

依據現場所提供的爐溫設定條件進行水箱體積大小的試算，利用以下公式來計算黑盒子測

試所需的水箱體積

QKA
∆T

(7)
∆X

m
hfg

∆T


∆T


∆T
(8)

∆t L長度方向耐火材厚度 L寬度方向耐火材厚度 L高度方向耐火材厚度
KA長 KA寬 KA高

m表水質量 (kg)，表鋁胚在爐時間 (s)，表潛熱 (kJ/kg)，表溫降（℃），表耐火材厚度 (m)，K表

耐火材熱傳系數 (W/m‧K)，表耐火材接觸爐氛的面積，m為需要計算的目標。

2. 鋁胚量測位置確認：

鋁胚溫度量測位置確認如下圖 2所示，依據中鋁需求，規劃心部溫度 6點（量測位置為 1-6

編號）、表面溫度 3點（量測位置為 7-9編號）以及氣溫 1點（量測位置為 10編號），共計 10

點。本研究量測心部溫度的鋁胚深度為 275mm，表面溫度的鋁胚深度為 60mm，由於鋁胚厚度

為 567mm，因此佈線不易固定，因此本研究採用輔助設計管，如圖 2所示，在管上設計溝槽，

使得熱電偶線，可沿著溝槽佈線，當量測完成溫度，也方便工作人員拆除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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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2　鋁胚溫度量測位置確認以及熱電偶線輔助管設計

三、結果與討論

3.1 加熱爐熱平衡計算結果

本研究開發熱平衡離線計算軟體，使用者可依照現場相關數據，進行以下參數的輸入，包

含環境溫度 (℃ )、加熱爐實際產能 (t/hr)、鋁胚熱進爐比率 (%)、鋁胚熱進爐平均溫度 (℃ )、鋁

胚出爐溫度 (℃ )、NG耗用量 (Nm3/hr)、廢氣中氧含量 (%)、過剩空氣比 (%)、燃燒（預熱後）

空氣溫度 (℃ )、廢氣離開加熱爐溫度 (℃ )、爐體表面溫度 (℃ )，NG燃料成分 (vol%)等。經計

算結果可得輸入熱，包括燃料燃燒熱、燃燒空氣顯熱、鋁胚熱進爐顯熱的各項百分比；輸出熱

則涵蓋鋁胚出爐熱含量、爐壁熱損失、廢氣離開加熱爐之顯熱、其他熱損失的各項百分比。本

研究依照加熱爐當時的操作數據作為熱平衡計算的依據，RF1計算結果如圖 3所示，RF2計算

結果如圖 4所示。

圖 3與圖 4分析結果顯示，廢氣帶走熱量過高是造成加熱爐效率較低的主要因素，其原因

是：當爐內料溫達到目標溫度時，均溫區燃燒器大火會關閉，僅剩小火開啟，為防止燃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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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鋁RF2加熱爐熱平衡計算

圖 3　中鋁RF1加熱爐熱平衡計算

RF1計算結果

RF2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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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回火，避免燃燒器毀損燒黑，仍有空氣灌入爐內，造成廢氣流量較高，導致能耗損失，

後續將會協助建立胚溫計算以及爐氧控制技術，以協助改善問題。另外，RF2加熱爐熱效率

較低，主要原因為NG使用量較大，導致空氣所使用的量也變大，因此廢氣帶走的熱量也跟著 

變大。

3.2 加熱爐鋁胚胚溫量測技術

以國產化模式開發水箱，建立加熱爐鋁胚胚溫量測技術，水箱設計示意圖如圖 6，詳

細包覆完成耐火材後的裝置如圖 6所示。詳細RF1及RF2胚溫升溫歷程數據如圖 7及圖 8

所示，搭配鋁種 1XXX系列RF1製程條件升溫至 500℃，RF1可控制冷熱點溫差在 13℃，

RF2可控制冷熱點溫差在 22℃，鋁胚軋延後均無裂邊問題，測試鋁胚因有寬窄料問題，因

此均溫性不一。本研究發現鋁胚溫度OS側及DS側加熱速率不均的問題，DS側的升溫速率

較OS側來的快，可參考圖 6實線圈圈為加熱時間 180分OS側的溫度，虛線圈圈為DS側的

溫度，OS側的溫度明顯高於DS側溫度，主要原因為中鋁加熱爐內部流場設計採下吹循環

方式，如圖 1(b)所示，因此易有冷熱點溫度不均問題，若加熱時間延長，將可縮小冷熱點 

溫差。

圖 5　水箱設計示意圖 圖 6　水箱包覆完成耐火材設計

此外，本研究也進行均質料加熱兼均質胚溫測試，鋁胚正常加熱約 19hr-20hr才會出爐，

目前中鋁規定鋁胚DS側料溫達目標溫度後（以圖 1爐內測溫棒偵測），需均溫 12hr才可出爐，

RF1與RF2分別量測心部溫度 4點（編號為 1、3、5、7），表面溫度 4點（編號為 2、4、6、

8）以及氣溫 1點（編號為 9），RF1與RF2測試數據如圖 9與圖 10所示。依胚溫量測數據觀

察，當均溫 5hr後，其冷熱點溫差可控制在 2℃以內，如圖 11所示，確認均溫時間可再縮短，

此製程縮短可減少加熱成本，同時增加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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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RF2胚溫量測歷程

圖 7　RF1胚溫量測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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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RF1胚溫測試

圖 10　RF2胚溫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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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論

1. 本研究開發熱平衡離線計算軟體，分析結果顯示，廢氣帶走熱量較高是造成加熱爐效率較低

的主因，當爐內料溫達到目標溫度時，均溫區燃燒器大火會關閉，僅剩小火開啟，為了防止

燃燒器回火發生，仍有空氣灌入爐內，造成廢氣流量較高，導致能耗損失。

2. 本研究同時進行均質料加熱兼均質胚溫測試，冷熱點溫控作業良好，當均溫 6小時後，其均

溫性可控制在 5℃以內，確認均溫時間可再縮短。此製程縮短可減少加熱成本及增加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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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冷熱點溫度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