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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熱軋場粗軋機除塵裝置之最適化設計
Optimum Design of De-Dusting Device for Rougher Stand in CSC Hot 
Strip Mill

董 坤 成1  ■  李 國 全2

    K.C. Tung, K.C. Li

本論文主要在發表中鋼熱軋場粗軋

機除塵裝置之最適化設計，經探討熱軋

氧化粉塵之形成機制，並分析比較現有

集塵與除塵之粉塵防治方法，藉以改善

現有噴水除塵裝置之除塵效果，依據本

項研究，在改變噴嘴型式及重新調整噴

嘴之水幕後，粗軋機軋延粉塵已獲得徹

底改善，粗軋機周遭已不再有濃煙密佈

的現象，最後並略述相關改善效益。

關鍵詞： 除塵裝置、氧化粉塵、塵煙抑

制、熱軋、噴嘴

The goal of this paper was mainly to disclose the 

optimum design of de-dusting device for rougher stand 

in CSC Hot Strip Mill (HSM). We investigated the 

mechanism of oxide dust formation and compared the 

current methods of dust-collecting and de-dusting during 

hot rolling in HSM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de-dusting 

device. By changing the nozzle type and rearranging the 

spray pattern of the nozzle, the oxide dust cloud in rougher 

stand area disappeared completely.

Key words: de-dusting device,  oxide dust,  fume 

suppression, hot rolling, nozzle

一、前　言

熱軋軋延時所產生的氧化鐵粉塵 (IRON OXIDE DUST)為熱軋鋼帶廠主要空氣污染源之一，

相較於精軋區，粗軋區軋延粉塵的防治，長期以來並未受到重視，相關研究報導也並不常見。

依據現場實際觀察，粗軋軋延時所產生的煙塵彌漫，其粉塵污染情況並不亞於精軋區；依

據現場粉塵濃度量測 (1)，精軋區粉塵濃度約為 30~100 mg/NM3，而粗軋區則約為 260~400 mg/

NM3，再則配合開發新鋼種、新製程的操作模式，粗軋區軋延時，粉塵散逸情況更為嚴重且醒

目，粉塵污染情況之惡化，已受到層峰關注，並指示應限期改善，以還給勞工一個健康工作環

境。

二、軋延氧化粉塵形成機制調查

1.	軋延前銹皮特性

熱軋鋼帶工場從粗軋至精軋，鋼胚溫度介於 900℃ ~1150℃左右，在此高溫下，鋼胚即使

在經高壓除銹後，鋼胚表面亦立即產生氧化層 /銹皮層，氧化層的厚度與組織變化，則依鋼胚

的溫度高低與其曝露於空氣的時間長短而定，一般以抑制鋼胚表面溫度，以利於控制銹皮的組

織成份為延展性較佳的WUSTITE (Fe1-xO, 室溫硬度 270-350HV)(2)或含部份組織為延展性稍低的

MAGNETITE (Fe3O4, 室溫硬度 420~500HV)，同時抑制銹皮厚度的成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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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粗軋區鋼胚溫度相對較高，銹皮成長快速，且銹皮組織含有無延展性、易碎裂的

HEMATITE (Fe2O3, 室溫硬度 1000HV)，通常在粗軋前，鋼胚表面必須經高壓水除銹，在精軋區

則以中間冷卻 (INTERSTAND COOLING)，或輥咬區冷卻 (ROLL BITE COOLING)，或鋼帶表

層冷卻 (SKIN COOLING)以抑制鋼帶表面溫度，藉以控制銹皮的組織成份，與抑制銹皮厚度。

2.	銹皮層粉狀碎裂原因

依圖 1之應力分析，鋼胚軋入（咬入）輥咬區 (ROLL BITE ZONE)的條件為

T   cosα0 ＞ N   sinα0         而 T = μN

N：正向壓力    T：摩擦力    μ：摩擦係數

亦即銹皮層在鋼胚咬入時，即已承受軋輥與鋼胚之間之摩擦剪力與彎曲應力。

再者基於軋延前 /後，鋼胚體積不變，而軋輥圓周線速度 (Vu)不變，但於輥咬區鋼胚斷面

積由大變小，因而鋼胚在輥咬區內前 /後存在不同速度，在進口側鋼胚速度 (Vo)小於軋輥線速

度 (Vu)，在出口側鋼胚速度 (V1)大於軋輥線速度 (Vu)

亦即                                                         V0＜Vu＜V1

由此可知在輥咬區內，鋼胚與軋輥表面存在滑動摩擦，而此滑動摩擦於中立面（軋輥線速

度相同於鋼胚速度）改變方向，亦即鋼胚表層不僅承受軋延塑性變形之正向壓縮應力，在輥咬

區內更先後承受不同方向的剪力（摩擦力），此力量作用於銹皮之厚度方向，即為拉伸與壓縮

應力，且鋼胚表面溫度於軋延過程中急速驟降 (3)，降低銹皮的延展性或可塑性，因而易於碎化

為粉狀。

此外軋輥及銹皮表面在微觀之下相當粗糙，在軋延過程中高壓相互摩擦，因而產生粉屑，

此亦為軋延過程中產生氧化粉塵之另一主要原因。碎化為粉末狀的銹皮組織，則在高溫及富氧

（空氣）的情況下，迅速由 FeO、Fe3O4轉化為略帶紅色的 Fe2O3
(4,5)，也因此氧化粉塵皆為略帶

紅色的煙塵。

圖 1　輥咬區作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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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氧化粉塵散逸影響因素

氧化銹皮層於軋延過程碎裂為細微之氧化粉末，而其於軋延出口側，則因軋輥轉速、鋼

帶速度所引起之風切，及鋼胚高溫所引起之空氣對流，使其飄逸於出口輥咬區；另外如圖 2

所示，軋輥進出口側皆設有擋水板，由於排水不及，通常在擋水板上方形成積水，而擋水板

與軋輥之接觸面，一般並無密封之作用，因而冷卻水易於下漏，並汽化成大量的水蒸汽，加

快粉塵飄逸速度。此外軋輥表面若是相對粗糙（尤其是粗軋軋輥），軋輥表面之凹痕或裂紋

(FIRECRACK)易於從軋延進口側夾帶水漬，進入軋延區內而汽化為水蒸汽，若水蒸汽體積無

法膨脹，則其於縫隙內壓力增高，而於軋延出口側夾雜氧化粉屑噴出釋壓。

三、氧化粉塵防治方法與比較

常見的熱軋鋼帶場氧化粉塵防治方法可略分為兩種，一種為集塵防治法，另一種則為除塵

防治法。

1.	集塵防治法

(1) 其主要防治方式，為於精軋後幾座軋機 (F4-F7)之軋延出口側，或於軋機間之上方，

設置集塵罩吸取塵煙，再經煙道匯集，輸送至濾塵設備過濾粉塵，最後將淨化後之空

氣，由煙囪排至大氣，如圖 3所示，根據（日本專利 JP61222613）(6)。

圖 3　集塵系統示意圖 (6)

※圖 3標號說明：
　 1:精軋軋延設備；2:鋼帶通過線；3a~3f:精軋機座；4:集塵罩；5:吸煙道；6:灑水器；7:灑水式預收集器；

8,10:煙道；9:濕式慣性集塵機；11:送風機；12:煙囪；13:第 1檢出器

圖 2　氧化粉塵形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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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塵方式防治軋延氧化粉塵之優點，為已發展多年，技術成熟穩定，系統之濾塵

效果可達 99%以上。

 　　如圖 4所示，該系統集塵罩裝設於軋延出口側，但依前述分析，軋延氧化粉塵產

生於軋機出口側之輥咬區，集塵罩與其距離甚遠，煙塵有可能從輥咬區之操作 /驅動側

逸出，且下表面所產生之煙塵，於軋延過程中亦幾乎無法吸集，尤其在廠房內通風良

好，但風向不利時，其集塵效果更是大打折扣。總之集塵方式防治法，其系統之濾塵

效果固然甚佳，但其集塵能力與效果，則相對較差，並無法令人滿意，因而其整體防

治軋延氧化粉塵之效果相當有限。若增強吸力，則勢必更增加耗用電力，若集塵罩更

接近輥咬區，則更壓縮維修空間，更增加維護該區設備的困難度，且更加長處理軋延

異狀時之搶修時間。

(2) 除此之外，集塵防治法尚有下列缺點：

a. 投資金額龐大，僅於精軋 F4-F7，或粗軋R1/R2(往復式軋機 )，設置集塵系統，即需

約新台幣 1.5億元以上。

b. 系統設備需求空間大，約 600m2以上。

c. 系統設備電力需求高，約 500~800KW，操作成本高，不符合節能減碳之環保需求。

d. 系統設備龐大複雜工期甚長，至少約需 1-2年。

e. 系統設備維修不易，維修費用高。

2.	除塵防治法

其主要防治方式，為於出口側輥咬區內，噴灑一特定流體，如水或水蒸汽或水 /氣混合

物，以直接降低或完全避免粉塵的形成，而達到軋延粉塵防治效果，此種除塵方式，亦已為

德、日軋鋼設備供應大廠，列為必備之附屬設備；此外亦有不少鋼廠，同樣無法接受集塵防治

法之缺失，嘗試自行開發設計除塵裝置，以尋求更經濟更有效的粉塵防治方法，其中不乏除了

改進軋延粉塵防治效果之外，更已獲得專利，舉一日本專利如下：

圖 4　集塵罩佈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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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日本專利 JP54029865)(7)，如圖 5以側噴方式，噴灑水 /汽 (MIST STEAM)混合流體

於出輥咬區，以抑制粉塵的產生，據其報告其除塵效果可高達 80%。

除塵方式防治軋延粉塵的優點，為投資相當少，投資費用約僅佔集塵方式之 1~2%，維護

操作成本低，製作安裝快速，維修工作簡易；其缺點則為由於各家設計不同，除塵效果難於比

較，但若設計得當，其除塵效果應不低於集塵之防治方式。

四、既有粗軋粉塵防治設備檢討與改善

1.	粉塵防治設備現況

(1) 熱軋一場於建廠時，即於精軋 F4-F7設置集塵系統，唯在多年運轉後，由於軋延粉塵防

治效果不佳而拆除，並同時於上 /下擋水板，自行開發設置噴霧除塵裝置，但噴霧除塵

效果仍待改善；至於熱軋一場粗軋區，於建廠時並未設置軋延粉塵防治設備，因而亦

仿照精軋，在粗軋區各軋機軋延出口側，自行開發設置噴霧除塵裝置。

(2) 熱軋二場於建廠之初，在精軋區 F4-F7即已設有集塵系統，同時 F1-F7亦皆設有噴水除

塵設備 (OXIDE KILLER)，目前使用效果良好；粗軋區並未設置集塵系統，而僅於粗軋

機R1/R2進出口側，設置噴水除塵裝置，唯上表面噴水除塵裝置，後因設備改造之故

無法再使用，僅存下表面噴水除塵裝置，而噴嘴亦改為噴霧式。

圖 5　除塵裝置佈置圖 (7)

※圖 5標號說明：
　 1,2 :上、下工輥；3:熱軋鋼帶；4,5 :上、下擋水板；6:張力保持器；7,8:固定配管；9:支架；10,11:高
速霧狀噴嘴；12,13:廣角低速霧狀噴嘴；14,15:高速水幕；16,17:廣角低速水幕；WS:工作側；DS:驅動
側；20:後方導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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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噴水除塵裝置檢討分析與改善

(1) 熱軋一場由於開發新鋼種及新製程，減少除銹道數，尤其在軋製中品級以上電氣鋼片

時，或在軋製其它含矽較高之鋼種時，於粗軋區 (R1~R4)，產生大量軋延粉塵，粉塵散

逸彌漫於軋機上方及周遭，現有噴霧除塵功能，已不再符合目前操作及環保需求；熱

軋二場則在軋製不銹鋼或含矽較高之鋼種時，於粗軋R2亦產生大量粉塵，其粉塵污染

情況同樣相當嚴重，現有粉塵防治功能急待改善。

 　　依據前述分析，軋延粉塵產生於軋延出口處之輥咬區如圖 2，理想的噴嘴位置與角

度，如圖 6所示，水幕直接射向軋輥出口咬角，在軋延過程所產生之細微粉屑，在軋延

終了立即被水幕濕潤或沖擊排出，因而不致飄散形成粉塵，而達到除塵的效果。

 　　但既有的除塵裝置如圖 7所示，其噴嘴所噴灑之噴霧水幕，距出口側軋輥咬角甚

遠，氧化粉屑可由咬角區之操作側或驅動側方向散逸；此外現有除塵裝置之噴嘴噴霧

水幕排列如圖 8，氧化粉塵可由水幕間之空間散逸，而此處散逸空間若以斷面積計算，

約佔此方向整體總面積之 40%以上，上

述兩項因素為既有除塵裝置，除塵效果

不佳之主因。

(2) 依據上述現有除塵裝置設計之缺失，

重新改造設計除塵裝置，並採取下列

措施，以改善除塵效果，如圖 9。

a. 改善噴嘴前傾角，使水幕能直接沖

擊，或更接近軋輥出口咬角。

b. 改用噴嘴型式，使得噴嘴水幕在未

能直擊軋輥出口咬角時，能以反彈

之水幕封鎖軋輥咬角出口，藉此使

圖 6　理想之噴嘴佈置

圖 8　噴嘴水幕排列

圖 7　現有除塵裝置佈置

圖 9　改造後除塵裝置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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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氧化粉屑無法散出。

c. 依實際噴嘴水幕之配置及軋延速度，調整噴嘴流量，以減少鋼胚溫降，並增設控制

開關，以期降低總除塵用水量。

五、粉塵改善效果與效益

1. 熱軋二場與熱軋一場粗軋除塵裝置先後改造完成，粉塵改善效果分別獲得現場的確認與肯

定，圖 10為熱軋二場粗軋機R2，在軋製不銹鋼時，其改善前與改善後之粉塵狀況比較，

圖 11、圖 12則分別為熱軋一場粗軋機R2/R3，在軋製高品級電氣鋼片時，其改善前與改

善後之粉塵狀況比較，由圖 10~圖 12可看出軋延粉塵幾乎完全被抑住，軋機周遭已不再有

濃煙密佈的現象。

2. 熱軋一場粗軋機R1-R4 (R1/R2為往復式軋機 )，及熱軋二場粗軋機R1/R2 (R1/R2皆為往復

式軋機 )，若皆裝設集塵系統以防治粉塵，則至少需投資相當於兩套精軋區集塵系統之工

程費用，由此略估本案之改善效益。

圖 11　熱軋一場R2改善前 /後之粉塵狀況 (軋製高規電氣鋼片 )
a) 改善前   b) 改善後

a) b)

圖 10　熱軋二場R2改善前 /後之粉塵狀況 (軋製不銹鋼 )
a) 改善前   b) 改善後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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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減少投資費用，約新台幣 3億元。

(2) 減少集塵系統之電力耗費，約新台幣 1仟柒佰萬元 /年（以 2×500KW估算）。

(3) 減少集塵系統之設備維修費用，約新台幣 2百萬元 /年。

(4) 減少總除塵用水量超過 50%。

六、結論及未來工作

污染防治工作通常須投入高額投資費用，以購置污染防治設備，其不可避免的增加成本與

增加營運費用，且又不利於節能減碳，但若能開發或提升防治污染設計技術，不僅可改善污染

情況，更可相對節省投資費用及降低營運成本，並且可能因而創造新的商機；熱軋一場及熱軋

二場在粗軋區粉塵的防治效果改善，可說是一最佳註解，不僅徹底改善粗軋區粉塵彌漫的情

況，還給同仁一個健康工作環境，更為公司節省巨額投資費用及降低生產成本，並有利於公司

節能減碳的政策。

本項除塵技術的開發與建立，感謝現場操作及維護單位的支持與配合，目前正運用此項除

塵技術，致力於繼續改善熱軋一場精軋區及中龍型鋼工場開胚機 (Break Down Mill)之軋延粉塵

防治，未來更可將此項技術拓展應用於集團內外各熱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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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熱軋一場R3改善前 /後之粉塵狀況 (軋製高規電氣鋼片 )
a) 改善前   b) 改善後

a)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