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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爐自動化溫控模式建立
An Automatic Temperature Control Model for a Hot-Rolled Strip Mill 
Heating Furnace

吳 立 文1  ■  陳 立 輝2  ■  陳 金 洋2  ■  許 志 民3

  L.W. Wu, L.H. Chen, C.Y. Chen, J.M. Hsu

熱軋鋼帶工場加熱爐為產線中耗能極高的

設備，若能提高其能源使用效率，將可大幅降低

生產成本。第二熱軋鋼帶工場加熱爐原設備廠商

提供的自動化溫控程式，無法穩定控制爐溫達

成鋼胚加熱需求，僅能以手動方式控制爐溫，導

致不同操作人員會有不同加熱模式，造成加熱品

質變異。為改善熱軋加熱爐人工控溫造成的鋼胚

加熱品質變異，本文主要針對加熱爐無法達成自

動化溫控的原因進行瞭解及改善。研究改善項目

涵蓋：(1)以數值熱傳法建立鋼胚理想升溫曲線

分析模型；(2)建立不同在爐時間之爐溫設定值

計算模型；(3)結合操作經驗建立升降溫策略，

以達到穩定控制與節省能耗目標。再將研究項目

重新修訂加熱爐溫控程式，進而改善爐溫計算模

型與穩定爐溫控制模式。經改善後現行自動化溫

控模式已具長時間自動控溫能力，達成鋼胚控溫

自動化與標準化的目的，對於節約能源有顯著貢

獻。

關鍵詞： 加熱爐、爐溫控制、自動化、節能

Hot-rolled strip mill heating furnace is a 

high energy-consuming equipment. Improving 

the furnace's heating efficienc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The original heating 

fur nace  tempera ture  cont ro l  model  was 

unable to consistently maintain the slab target 

temperature. The furnace temperature could 

only be controlled manually making it labor 

intensive and costly. This study aimed to improve 

the heating furnace temperature control model. 

The research project established (1) an ideal 

heating curve analysis model using heat transfer 

method, (2) a furnace temperature set-point 

calculation model, and (3) an empirical heating 

strategy to achieve stable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save energy. The automatic temperature 

control model had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energy saving.

Key words: furnace、temperature control、

automatic、energy saving

一、前　言

熱軋鋼帶工場加熱爐目前以手動方式控制爐溫，導致不同操作人員會有不同加熱模式，造

成加熱品質變異。本文主要針對加熱爐無法達成自動化溫控的原因進行瞭解，並加以改善及重

新撰寫程式，進而建立爐溫計算模型與穩定爐溫控制模式，得以達成溫控自動化的目標。

二、實驗方法

加熱爐原溫控程式計算模型為Nippon Steel Corporation(NSC)之爐溫控制程式 (1)，經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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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許多控制邏輯與計算方法並不符合現場需求，無法穩定控制爐溫。為達成溫控自動化目標，

本文以鋼胚溫度模擬技術搭配爐溫計算模型為策略，建立加熱爐最適加熱模式控制技術。實驗

方法涵蓋：

1.以數值熱傳法建立鋼胚理想升溫曲線分析模型；

2.建立爐溫設定值計算模型，使爐溫穩定控制；

3.結合操作經驗建立升降溫策略，以達到穩定控制與節省能耗目標。

三、結果與討論

1.以數值熱傳法建立鋼胚理想升溫曲線分析模型

Y48加熱爐原溫控程式 (2)之目標升溫曲線 (Reference thermal trajectory)，如圖 1所示，由下

列 3式所組成：

Quadratic curve: TQ(tQ)b4tQ
2b5tQTSQ (1)

Cubic curve: TC(tc)b1tc
3b2tC

2b3tC
3TSC (2)

Linear line: TL(tL)b6tLTSL (3)

其中，TSQ為二次線入口端溫度值、TSC為三次線入口端溫度值、TSL為一次線入口端溫度

值、tQ、tC、tL分別為鋼胚於二次、三次與一次之升溫曲線時之在爐時間。

圖 1　鋼胚目標升溫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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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鋼胚目標升溫曲線 

因此，此升溫曲線具有6個限制條件： 
(1)兩個端點(入爐胚溫與出口胚溫)、 
(2)兩個連接點溫度相同、 
(3)兩個連接點斜率相同。 
當各鋼胚於加熱爐內各子區在爐時間已知時，依上述所求得的各鋼胚兩個連接點

斜率( ja1 、 ja3 )與兩個連接點間之斜率( ja2 )，所有鋼胚的升溫曲線即能計算求得。 
最佳升溫曲線之計算方式則是求取最小Cost Function值之斜率來獲得，Cost 

Function為獲得目標出爐溫度，防止溫度誤差及降低燃料流率，所需付出的成本。Cost 
Function涵蓋：(1)平均出爐溫度誤差、(2)出爐溫度梯度的誤差、(3)燃料流率、(4)參考與

實際鋼胚溫度的差異、(5)鋼胚平均溫度超出上下界限的差異、(6)目前各爐區瓶頸鋼胚

實際溫度與參考溫度的差異。Cost Function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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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方法在爐內鋼胚出爐溫度與鋼種差異不大的情況下，可求得最佳之升溫曲

線，並獲得最佳之能源效率。但目前之實際操作狀況，即將出爐之鋼胚出爐溫度與剛入

爐之鋼胚所需出爐溫度差異甚多，難以利用上述cost function中的鋼胚出爐溫度梯度等參

數，來調整爐內其它鋼胚之升溫曲線。另外，原升溫曲線定義一次線與三次線、二次線

與三次線之交點兩側斜率相同，但實際上會因前後兩區之爐溫差異大，無法求得兩升溫

段交點斜率相同之升溫曲線，使得升溫曲線與實際鋼胚升溫歷程不同，造成爐溫控制不

良，因此需適當修改原溫控程式所描繪之升溫目標曲線。 
因此本次研究以數值熱傳法建立鋼胚理想升溫曲線分析模型，於鋼胚溫度計算模

型中，加入最佳化爐溫計算模型，目標函數主要為鋼胚出爐溫度、鋼胚上表面與中心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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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升溫曲線具有 6個限制條件：

(1)兩個端點 (入爐胚溫與出口胚溫 )、

(2)兩個連接點溫度相同、

(3)兩個連接點斜率相同。

當各鋼胚於加熱爐內各子區在爐時間已知時，依上述所求得的各鋼胚兩個連接點斜率

(a1j、a3j)與兩個連接點間之斜率 (a2j)，所有鋼胚的升溫曲線即能計算求得。

最佳升溫曲線之計算方式則是求取最小Cost Function值之斜率來獲得，Cost Function為獲

得目標出爐溫度，防止溫度誤差及降低燃料流率，所需付出的成本。Cost Function涵蓋：(1)平

均出爐溫度誤差、(2)出爐溫度梯度的誤差、(3)燃料流率、(4)參考與實際鋼胚溫度的差異、

(5)鋼胚平均溫度超出上下界限的差異、(6)目前各爐區瓶頸鋼胚實際溫度與參考溫度的差異。

Cost Function公式如下：

J(t)∑
j

{(weight factor)* f(control deviation discharge temperature)

(weight factor)* f(control deviation at starting saturation period)}

∑
j

{(weight factor)* f(deviation of slab temperature gradient)...}

(weight factor)∑∑
i   j

(fuel gas flow rate)

此種方法在爐內鋼胚出爐溫度與鋼種差異不大的情況下，可求得最佳之升溫曲線，並獲得

最佳之能源效率。但目前之實際操作狀況，即將出爐之鋼胚出爐溫度與剛入爐之鋼胚所需出爐

溫度差異甚多，難以利用上述 cost function中的鋼胚出爐溫度梯度等參數，來調整爐內其它鋼

胚之升溫曲線。另外，原升溫曲線定義一次線與三次線、二次線與三次線之交點兩側斜率相

同，但實際上會因前後兩區之爐溫差異大，無法求得兩升溫段交點斜率相同之升溫曲線，使得

升溫曲線與實際鋼胚升溫歷程不同，造成爐溫控制不良，因此需適當修改原溫控程式所描繪之

升溫目標曲線。

因此本次研究以數值熱傳法建立鋼胚理想升溫曲線分析模型，於鋼胚溫度計算模型中，加

入最佳化爐溫計算模型，目標函數主要為鋼胚出爐溫度、鋼胚上表面與中心溫差，程式畫面如

圖 2所示。再於程式中加入各區最高與最低爐溫限制，得以完成鋼胚理想升溫曲線與爐溫設定

值之建立。

2.建立爐溫設定值計算模型，使爐溫穩定控制

理想鋼胚升溫曲線建立後，實際進行爐溫控制，發現爐溫仍無法穩定控制，分析問題來源

主要為鋼胚在爐時間預測不準、瓶頸鋼胚頻繁變換及爐溫設定頻繁升降溫的問題，因此再進行

改善以解決爐溫不穩的問題。

(1)鋼胚在爐時間預測改善

在爐時間預測不準，將導致胚溫預測失準，連帶造成爐溫設定不準確。鋼胚在爐時間計算

方式，原溫控程式於鋼胚入爐時決定，將鋼胚間之 Pitch進行加總，即可求得各鋼胚剩餘在爐

時間 (textFCE)，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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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爐時間計算公式可表示為：tRjn1
n
∑

k1
Pitchjk1

上述之鋼胚在爐時間計算方式，因各鋼胚 Pitch於入爐時就已決定，之後未再重新計算，

實際操作結果顯示誤差頗大，無法確實反應軋延速率變動下之鋼胚在爐時間。本研究將鋼胚在

爐時間改以每兩分鐘計算一次，可立即反應產線軋延速率的變動並準確預估，且研究發現均溫

區之鋼胚前進速度可確實反應軋延速度的變化，進入均溫區較久的鋼胚，其平均速度反應這段

時間內的平均抽取速度，而剛進入均溫區的鋼胚，其前進速度則近似當下之抽取速度。再賦予

各鋼胚不同加權，即可彈性調整、計算平均抽取間隔時間，有助於鋼胚在爐時間的準確估算，

經實際測試後，在爐時間預估相當準確，有助於爐溫穩定控制。

(2)瓶頸鋼胚頻繁變換改善

瓶頸鋼胚為各加熱區中需求溫度最高之鋼胚，原溫控程式的瓶頸鋼胚判斷方式，是以目前

胚溫與目標溫度差值最大的鋼胚作為瓶頸鋼胚，會造成升溫過程中瓶頸鋼胚一直變換與爐溫的

持續增減，如圖 4所示。

原溫控程式中瓶頸鋼胚判斷函數為：

圖 3　原溫控程式在爐時間計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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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鋼胚理想升溫曲線分析模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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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TSmj(τ1)TSj(τ)cDTS(TSj(τ)TSj(τ1))10(1wLj)] · cP · t

各控制區 Xj值最大的鋼胚即為瓶頸鋼胚。其中，j為鋼胚指標，τ為時間指標，TSmj為 j鋼
胚的目標溫度，TSj為 j鋼胚的溫度，cDTS為鋼胚溫度調校係數，WLj為位置權重，Cp為比熱，
t為鋼胚厚度。如此以目前胚溫與目標溫度差值最大的鋼胚作為瓶頸鋼胚，會造成升溫過程中
瓶頸鋼胚一直變換與爐溫的持續增減。本研究於完成胚溫預測模型後，使用胚溫預測的方式，

瓶頸鋼胚的判定直接選擇出爐區之胚溫與目標溫度差值最大的鋼胚，可有效穩定爐溫控制。

(3)爐溫設定頻繁升降溫改善

由於爐溫的調整主要依循鋼胚溫度與目標溫度的差異，來進行爐溫增減，而鋼胚溫度計算

至萬分位數，因此計算結果均無法與目標溫度相同，導致爐溫控制持續增減，產生 hunting現

象，使得燃料流量無法穩定控制，如圖 5所示。依容許目標溫度差異，將原目標曲線轉變成目

標帶，如圖 6所示，只要胚溫在目標帶範圍內，不再改變爐溫設定。

圖 6　鋼胚目標溫度帶示意圖圖 5　鋼胚目標溫度曲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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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瓶頸鋼胚頻繁變換改善 

瓶頸鋼胚為各加熱區中需求溫度最高之鋼胚，原溫控程式的瓶頸鋼胚判斷方式，

是以目前胚溫與目標溫度差值最大的鋼胚作為瓶頸鋼胚，會造成升溫過程中瓶頸鋼胚一

直變換與爐溫的持續增減，如圖4所示。 
原溫控程式中瓶頸鋼胚判斷函數為： 

t Cp )]  - w ( )) - -() - T( (T) - cDTS () - T( [T X LjSjSjSjSmjj ⋅⋅××+= 11011 ττττ  

各控制區 jX
值最大的鋼胚即為瓶頸鋼胚。其中， j 為鋼胚指標，τ 為時間指標， SmjT

為 j 鋼胚的目標溫度， SjT
為 j 鋼胚的溫度，cDTS 為鋼胚溫度調校係數， Ljw

為位置權重，

Cp 為比熱，t為鋼胚厚度。如此以目前胚溫與目標溫度差值最大的鋼胚作為瓶頸鋼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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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瓶頸鋼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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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合操作經驗建立升降溫策略，以達到穩定控制與節省能耗目標。

各區爐溫設定可以穩定控制後，觀察燃耗無明顯下降，分析原因發現僅依循各鋼胚之最適

升溫帶並非最佳能源效率之爐溫操控方式，主要是因為當前後區鋼胚目標溫度不同時，若不考

慮前後區鋼胚的爐溫需求，僅以所在區域控制爐溫，會造成短時間內升降溫而導致爐況不穩定

與能耗的增加。

改善對策如圖 7所示，當該區爐溫為滿足鋼胚之升溫曲線而欲進行升溫時，需預測下一爐

區是否具補償能力，若具備則不進行升溫；而當該區爐溫欲進行降溫時，則需再確認目前爐溫

是否亦超過將進入此區之鋼胚升溫需求，若是的話才進行降溫，避免降溫後又進行升溫。

四、結　論

原溫控程式經改寫後，已具長時間自動溫控能力，達成鋼胚控溫自動化與標準化的目的，

對於節約能源有顯著貢獻。且因升溫曲線（帶）、爐溫計算與預升溫模式等溫控模組具參數化

的特性，有助於進行節能相關之實驗計劃，以求得符合現場之最適能耗操作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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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前後影響區控制策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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