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经验

圆园14年 8月 2日 星期六

荫责编院赵天宁 荫版式院艳民

宏业科技：打造铝板带箔装备全产业链

TECHNIQUE&EQUIPMENT

周
刊技术·装备CHINA NONFERROUS METALS NEWS

中铝青海分公司
实施设备预警检修机制

荫信息直通

工艺装备

荫聚焦

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袁 从北美
抄底而来的一整套从铝合金冶炼尧
铸造尧钎焊袁到热轧复合尧冷轧尧箔轧
和精整的双金属合金板带生产机列
及其技术袁 目前正在位于江苏丹阳
大力神科技集团陆续调试投产遥 按
照计划袁 其中的第一台铝板带冷轧
机将于 8 月中旬交付使用袁随后袁第
二台铝板带两连轧机也将于 9 月份
投产遥

3年前袁大力神集团整体购买了
北美地区最大的钢铝双金属材料企
业要要要加拿大 Aleris 铝厂的设备和
技术袁设备总重量达 1.5 万吨袁一时
引起轰动遥
即将投入使用的两台铝板带冷

轧机列袁是通过对引进的 Aleris铝厂
设备野动手术冶尧进行了重大升级改
造后的装备袁 运用了当今行业内先
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袁 对生产工艺
及流程进行了新的规划和设计遥 投
产后的装备袁 具有明显的国产化元
素遥
参与实施这一野手术冶改造的袁

是一家外界并不熟知的中国公
司要要要镇江宏业科技有限公司遥

本土企业的崛起

薄如蝉翼的铝箔袁 不及一根头
发丝的十分之一袁 双零铝箔理论厚
度在 0.009mm以下遥
如此薄的铝箔袁 在设计速度为

每分钟 1000米的高速下袁连续轧制袁
稍有不慎袁都可能导致铝箔断带袁这
是铝箔轧机制造的一个主要技术难
关遥
中国公司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具

有铝箔轧机的研制能力袁 铝箔产业
链的上游设备一片空白袁 下游生产
企业被迫以每台六尧 七千万元的高
价从国外进口铝箔轧机遥
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袁 部分国

有有色金属加工企业设立设备制造
分公司和设计院袁 开始向铝加工装

备技术最高端的铝箔轧机发起冲
锋遥

但国产铝箔轧机在实际生产运
行中难关很多袁 装备性能和稳定性
也差强人意遥 由于技术落后袁中国的
铝箔轧机市场多年来一直被外国公
司控制遥

直到 2009年转机方才显现遥 杭
州五星铝业公司举办的一场双零铝
箔轧机野擂台赛冶袁让新兴力量异军
崛起袁 中国铝箔轧机市场新一轮的
竞争序幕就此拉开遥
当时袁 杭州五星铝业公司是铝

箔生产行业新秀袁 在产能大幅扩张
的规划下袁 需要采购数量可观的铝
箔轧机遥 出于成本考虑袁五星铝业选
择了价格不到进口产品三分之一的
国产铝箔轧机遥

五星铝业将少部分双零铝箔轧
机订单同时给了国内三家制造商袁
从中择优选取遥

40天后袁宏业科技一鸣惊人袁上
机通过的第一个铝板卷袁 就成功轧
制出 0.006mm双零铝箔袁 随即轧机
便交付给企业的主操手袁 投入正常
生产遥

得益于中国铝加工市场少有的
黄金时代袁近年来袁大批民营企业携
巨额资本涌入铝加工领域袁 铝箔加
工的世界工厂规模快速扩张袁 中国
从铝箔进口大国变身为出口大国袁
进一步拉动了铝箔轧机市场需求遥

五星铝业野敢吃螃蟹冶大手笔使
用国产轧机袁 很快在整个铝箔加工
行业产生示范效应遥 一战成名的宏
业科技声誉鹊起袁 快速发展势头超
越了占据市场主要份额的阿亨巴赫
公司遥

技术成为发展基石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袁野后来
者冶如何突然加速袁跑到竞争对手前
面的钥

国内制造商都在吸收国际先进

的阿亨巴赫尧 奥钢联等轧机制造商
的技术袁但宏业科技没有简单模仿袁
而是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袁 甚至在某
些方面没有采用国际一贯的设计袁
而是进行创新遥

宏业科技设计部部长王丽英举
例说院野阿亨巴赫的铝箔轧机采用螺
杆调整轧制线袁 我们认为丝杆与螺
母之间有间隙袁在轧机高速运转时袁
为轧制过程中的故障留下隐患遥 宏
业科技根据自己的经验袁 没有采用
螺杆调整轧制线的方案袁 而是设计
了其他的技术路线遥 国内有的公司
简单照搬国外的方案袁 结果设备在
运行中经常出现故障遥 冶

而该公司副总经理张健认为袁
市场竞争最终实力取决于铝箔轧机
的精度袁包括制造精度和装配精度遥
野一台铝箔轧机由上千个零部件尧硬
件和若干个自动控制软件系统组
成袁 要在轧制速度为每分钟 1800米
的高速运行下袁 保持设备持续的稳
定和可靠袁 是衡量轧机质量的主要
标志袁 精度上细微的一点误差都会
造成铝箔断带和其它生产故障遥 冶

拓展铝箔装备产业链

铝箔轧机在中国有色金属装备
制造领域成为知名品牌袁 不是宏业
科技唯一战绩遥

有色金属行业传统主流装备冷
轧机近年来越造越大袁 在铝板带生
产企业的需求推动下袁 轧机装备制
造呈现出轧辊宽度和产能规模不断
攀升的趋势遥

过去冷轧机规格通常为 1.9 米
和 1.55米袁而 2.3米冷轧机仅铝卷重
量就达到 25吨遥 王丽英解释袁 轧辊
规格从 1.9米增加到 2.3米袁 要求所
有配套的如板形辊尧 测厚仪等关键
部件也相应改变袁 同时要保证这些
从里到外的改变袁 不影响整个自动
控制系统的精确尧高速运行袁技术难
度更高遥

2014年 6月袁 宏业科技为洛阳
龙鼎铝业研制的 2300mm 高精度宽
幅冷轧机袁正式投产遥 这意味着宏业
科技成为少数掌握大规格宽幅冷轧
装备技术的厂商之一遥
此外袁 宏业科技依托先进技术

转战铝箔分切设备领域袁 实现分切
机进口替代遥
在全球金属压延装备领域中袁

分切设备最为知名的品牌是德国康
普袁它的分切设备广泛用于铝板带尧
铜板带等有色金属行业遥
和铝箔轧机一样袁 铝箔分切机

对精度要求也极高袁 比如医药包装
铝箔尧香烟铝箔只有 0.005mm袁分切
卷齐袁精度难以控制遥
王丽英说院野分切机工作时袁要

把两层铝箔分开袁 辊子之间的平行
度要控制在 0.02mm以下的精度袁整
个设备对机械尧 控制系统要求非常
高遥 如果有一点点不稳定袁都会造成
铝箔在分切中断带遥 冶

2009年袁 宏业科技出售了其研
制的第一台分切机后袁 打开了国内
市场缺口遥 野铝箔分切机我们是中国
做得最好的袁 康普现在在中国市场
销售数量没有宏业科技多遥 冶 张健
说遥
付出总会有收获袁 作为中国铝

加工装备制造领域后起的一个 野小
巨人冶袁宏业科技在铝箔轧机市场小
有名气遥 在过去的一年里袁国内新上
铝箔轧机项目中袁 该公司制造的装
备数量接近三分之一遥
宏业科技在铝板带箔装备这片

貌似不大的丛林中袁 找到了更多的
食物品种和更丰富的食物链资源袁
并在铝板带箔压延装备产业链中袁
不断向外延伸尧拓展袁根据铝箔制造
企业的需求袁 为他们提供了从冷轧
机尧热轧机尧铝箔轧机尧精整机尧分切
机尧拉弯矫直机尧涂层机等配套成龙
的装备袁 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
铝板带箔装备全产业链遥

渊宏科冤

本报讯 近日袁中国铝业青
海分公司第二电解厂针对设备
维修过程中袁由于随机性尧经验
性以及无序维修袁 造成的设备
返修率和重复故障率增加的现
象袁实施设备预警检修机制袁有
效降低了关键设备故障率遥
该厂设备点检科安排技术

人员每周对设备异常项进行检
查尧 对性能弱化的设备进行分
析尧 对可能存在故障或将要发
生故障的设备或部位下发预警
维修维护通知袁 要求相关人员
进行预警性检修和维护袁 从而
将设备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遥
同时为保证预警检修机制质
量袁 该厂设备点检科将预警检

修纳入专业点检复查范畴袁按
期复查袁 同时对预警后的情况
进行追踪记录袁 有效保证了预
警维修的效果遥
截至 6月底袁 该厂设备点

检科共下发设备检修尧 维护预
警通知单 6份袁 大大降低了关
键设备的故障率遥据统计袁今年
1~5月袁 该厂关键设备完好率
较 2013年同期提高了 0.21%尧
多功能天车较大故障较 2013
年月平均降低 5次尧 排烟机较
大故障较 2013 年同期降低 7
次尧真空台包尧母线提升机尧槽
控机等关键设备未发生较大故
障遥

渊钟文冤

本报讯 近日袁一种新型扑
尘器喷头在河南灵宝黄金冶炼
三分厂成功试用袁 效果较为理
想遥
多年来袁河南灵宝黄金冶

炼各制酸系统酸浸槽扑尘器
喷头使用的均是塑料喷头袁这
种塑料喷头受高温蒸汽腐蚀
膨胀后袁易损坏脱落袁并且使
用量较大袁容易造成扑尘效果
下降尧喷头脱落后进入浓密机

堵塞底流矿管等问题遥为优化
操作和降低成本费用袁冶炼分
公司三分厂制酸工段购买山
东济宁生产的一种新型不锈
钢喷头袁进行试用遥 7月中旬袁
在 3#扑尘器安装试用后效果
较好遥 目前袁正组织维修工现
场制作与之相配套的不锈钢
法兰接头袁随后将在其它两台
扑尘器上正式安装该喷头遥

渊张贵生冤

本报讯 7月 9 日~11 日袁
光钰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4 年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上展出
了中国第一台铝夹渣检测机遥
众所周知袁 在铝基及镁基

合金的熔炼尧 铸造与压铸过程
中袁因其化学性质活泼袁极易产
生氧化镁尧三氧化二铝等夹渣袁
制程中易混入熔剂夹渣袁 并且
在精炼尧 合金化与铸造过程中
工艺一旦措施不当袁 还会增加
金属溶液夹渣遥
针对以上问题袁 光钰科技

自主研发出了全能型金属杂质
检测机袁可在冶炼合金尧生产制

程中袁 快速鉴定样块中夹渣与
氧化物的含量尧大小尧部位尧形
状袁让液态金属中的野坏东西冶
一目了然遥该设备操作简便袁经
取样-抛光-震荡-分析等步
骤袁即可分析金属夹渣状态尧测
出材料中夹渣的多寡袁 并可内
控原料品质尧生产工艺尧产品质
量袁弥补了野原子发射光谱法冶尧
野电子显微镜 SEM冶 等只测成
分尧不知夹渣含量的弊端遥以长
12cm尧宽 6cm尧厚 2~4cm 的样
块为例袁 其检测只需 20~30分
钟遥

渊尚文冤

本报讯 日前袁面对严峻的
企业形势和艰巨的控亏压力袁
中铝山东企业氧化铝厂检修服
务中心发挥专业技术优势袁巧
制工具为氧化铝生产排忧解
难遥
碳分槽是氧化铝生产工艺

中的重要设备之一袁 分为传动
和搅拌两部分遥 该厂检修员工
除正常维护尧润滑尧巡检外袁还
需要准备备件袁 如支架轴承皮
带轮尧高速轴尧联轴器胶垫尧小
伞齿轮等易耗尧易损件遥经过长
时间运行袁 他们发现领取的胶
垫不耐用尧易碳化尧没有弹性袁
而利用旧皮带划制的胶垫耐
用尧实用袁且使用周期长遥 联轴
器螺丝长期运转袁磨损严重袁无
法拆卸袁影响工效遥
搅拌部分中的大伞齿轮尧

半截轴尧大轴等部件十分笨重袁
更换弹子盘需要多种起重工具
同时发力袁费力费时遥 以前袁拆
卸大伞齿轮尧半截轴需要油顶尧
葫芦尧大锤尧撬棍等袁七八个工
人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袁 若碰到
难啃的野刺头冶袁工期更长遥自运
营转型后袁 该厂员工利用厚铁
板下脚料袁结合导轨袁制作专用
工具要要要野提子冶袁 将它固定在
半截轴上袁 通过两边油顶将导
轨顶起袁 使大轴松动袁 拿出卡
环袁再依次拆出大伞齿轮尧弹子
盘尧方箱尧半截轴等袁取得了事
半功倍的效果遥 现在安装更换
大伞齿轮尧半截轴仅需一天袁极
大减轻了检修员的劳动强度袁
方便了检修生产袁 成为碳分槽
检修工作的野好帮手冶遥

渊赵磊冤

本报讯 由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新材料公司尧 韩国吉斯马
特公司合资建设的中节能
LED智能玻显项目袁日前在天
津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奠
基遥该项目一期投资 3.2亿元袁
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50 亿
元遥
中节能是我国节能环保领

域最大的科技型产业集团袁拥
有 400 余家子公司尧5 家上市
公司袁致力于节约能源尧环境保
护和资源循环利用遥据了解袁天

津滨海高新区中节能 LED智
能玻显项目占地 5.3 万平方
米袁将建设 2条 LED电光玻璃
生产线袁 年产能力 30 万平方
米遥 其产品拥有 5项国际发明
专利袁具有轻尧薄尧透和安装便
捷尧成本低尧散热好等特点袁可
广泛用于各类工程尧大型建筑尧
室内装潢尧 娱乐场所和户外广
告展示等袁 填补国内同类产品
空白袁 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
发展空间遥

渊刘其丕冤

7月 17日袁江铜集团德兴铜
矿采矿场废石胶带延伸改造重点
工程袁进入了收尾阶段遥胶带运输
机延伸部分 1200多米已安装完
成袁 矿仓横梁加固等关键工序已
提前完工遥
目前袁 机械安装部分已经进

入尾声袁 电气安装调试工作正在
展开袁 将为全年生产任务完成创
造有利条件遥

吴如波 王之勋 摄

中铝连城分公司 500kA电解系
列投产以来袁8 项主要指标中袁平均
电压尧氧化铝单耗尧氟化铝单耗尧动
力电耗和压缩空气单耗 5 项指标已
经达到或优于设计指标袁 但关键指
标电流效率尧直流电单耗尧阳极毛耗
一直不理想遥 为了尽快改善指标袁
500kA电解系列系统梳理了存在的
问题袁按照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袁从以
电解区域为中心的一体化管理改革
和技术创新两方面着手袁双管齐下袁
扭转了生产上的被动局面遥
以电解区域为中心的一体化

管理改革袁就是由分厂公开选聘区
长袁组建区域管理团队袁区域实行
目标责任管理尧风险抵押袁员工实
行双向选择袁将设备维护尧槽控下
位机人员划归区域管理袁 实现安
全尧生产尧技术尧设备尧现场野五位一
体冶袁实行责任承包尧风险抵押尧目

标考核袁明确了责任和目标袁缩小
了管理跨度遥
面对新调整的目标任务袁 各区

域不等尧 不靠袁 严格工艺纪律的执
行袁加快速度规整炉膛袁提高各项技
术条件合格率袁强化换极质量袁提高
保温料覆盖标准袁 为低电压技术路
线的持续推行创造良好的条件遥

在实行一体化管理的同时袁技
术创新工作也在稳步推进遥

从调整完善技术路线入手袁确
立野稳定两个基础尧减少一个影响尧
做好一个保障冶的总体思路袁具体就
是实行髙铝水尧高分子比尧低槽温尧
低氧化铝浓度尧低电解质尧低阳极
效应系数的野两高四低冶技术路线遥
一是针对阳极掉渣爆块严重

的问题袁降低系列电流强度袁以降
低阳极电流密度尧 减少病变阳极尧
减少槽内炭渣量曰二是针对电解质

体系中 Li 盐含量高尧槽温低尧氧化
铝溶解性差的问题袁打通系统的制
约环节袁 实现不同厂家氧化铝混
用曰三是针对天车带料量不能保证
生产需要的问题袁将颚破破碎料二
次打入电解质破碎系统袁增加天车
带料用量袁减轻职工工作量袁缩短
职工工作时间曰四是针对电解槽热
平衡难以维持尧技术条件偏差大的
问题袁适当调整槽内铝量曰五是针
对破碎料中袁炭渣炭粒含量大的问
题袁 将换极时抓出的物料单独存
放袁进行浮选处理袁从而使炭渣彻
底退出物料循环系统遥
技术条件上将电压适当提高

20耀30mV尧分子比保持 2.80耀2.85尧
槽温保持 925耀935益尧 铝水平保持
23耀24cm尧 电解质水平保持 17耀19
cm尧氧化铝浓度保持 1.5耀2.5%袁同
时每区域选一个 6 连续槽段进行

侧壁温度跟踪袁使炉膛内型的变化
顺应生产稳定向好的需要遥
管理改革和技术创新带来了

新气象遥 不到三个月时间袁电解槽
运行状况出现了显著变化袁电解质
清亮程度明显提高袁 锤头长包尧塌
壳冒火尧阳极氧化大幅减少袁换极
后噪声值大幅降低遥 从指标状况
看袁在统一的髙铝水尧高分子比尧低
槽温尧低氧化铝浓度尧低电解质尧低
阳极效应系数的野两高四低冶技术
路线下袁 炉膛内型越来越规整尧对
电解槽本体和控制系统的人为干
扰越来越少尧极距的均一性不断向
好袁目前核实电流效率与 5 月份相
比提高了 2.54 个百分点尧 直流电
耗降低 355kW窑h/t窑Al尧 阳极毛耗
降低 19.551 kg/t窑Al尧原铝液 99.70
以上率提高 13.34个百分点遥

渊蔡应科 马军成冤

中铝连城分公司 500kA电解系列改革求变

德铜废石胶带延伸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灵宝黄金
试用新型扑尘器喷头

光钰科技研制出
中国第一台铝夹渣检测机

中铝山东企业氧化铝厂
巧制“提子”

中节能
LED智能玻显项目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