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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金属提供工业炉系统交钥匙工程，包括铜及有
色金属冶金的工艺技术诀窍。 

铜业工业炉系统 

安德里茨迈尔兹提供原生铜和再生铜的熔

炼炉和精炼炉 

原生铜和再生铜熔炼和精炼领域，我们是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供应商之一，产品系列

包括用于铜及其它有色金属的熔炼炉、精

炼炉和铸造炉，业绩遍布世界各地的原生

铜和再生铜以及铜加工工厂，特别是我们

的顶吹旋转转炉TBRC可用于从烟尘、炉

渣、阳极泥、WEEE废料中回收提炼有用

金属。 我们拥有高效的生产高质量线、

管、型材用铜和电解用阳极铜的工艺技术

诀窍，我们的“直接成线”技术能高效生

产FRHC高导电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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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金属在工业炉研发和

制造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的经验，始终以降低运行成

本、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益、

降低排放保护环境为炉子研发

的方向。 

 图片来源：德国阿鲁毕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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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动炉和椭圆形炉
先进的阳极铜熔炼、精炼到铸造及由铜废料生产FRHC的设备和工艺。 

大批量铜废料在一个炉内完成熔炼和精炼 

安德里茨迈尔兹的倾动炉成功应用于再生

铜领域，可将大批量的铜废料在一个炉内

完成熔炼和精炼生产出阳极铜或FRHC，

容量达60吨至500吨。 

小批量铜废料熔炼的经济性方案 

安德里茨迈尔兹的椭圆形炉在小批量生产

 Rosskat 倾动炉

时可取代倾动炉，其先进的设计使得容量

可从20吨开始，其紧凑型设计使得炉子可

以先组装后再运至现场。 

可用于液态铜的火法精炼

除了用于熔炼铜废料，液态铜也可在这两

种炉型中进行火法精炼，为提高熔炼效

率，对天然气、油或其它燃料采用富氧

主要特点
  可实现铜废料的快速装料和高效熔炼 

  高压反应剂通过浸没式风口直接吹入炉内，实现快速精炼 

  采用先进的氮气吹扫和富氧燃烧技术 

  倾动系统使装料/扒渣和浇铸作业更灵活和安全 

  烟气罩、沉渣室和后燃烧室使得生产过程更环保

  可与水淬系统和余热锅炉相结合

  可与新建的或现有的铸造系统相结合

 椭圆形炉

高效熔炼

安德里茨迈尔兹提供高效熔炼不同品位的

铜废料的竖炉和带熔池竖炉。竖炉用于高

效熔炼阴极铜、阳极残余和高品位的废杂

铜，采用内混式烧嘴单个控制，炉形特殊

优化设计，实现高效熔炼。炉料由卷扬料

竖炉和带熔池竖炉
用于阴极铜、阳极残料的熔炼，和用于铜加工和阳极铜铸造高品位铜废料的熔炼，熔
化率可达90吨/小时。 

 竖炉

主要特点
  实现快速、连续熔炼

  热效率可达70%

  上升烟气对炉料进行预热 

  适用于不同品位的废杂铜

  采用先进、高效的预混式烧嘴并单个控制

斗从顶部装入炉内，烧嘴分别在竖炉下部

炉膛四周提供熔炼热源，废气在上升过程

中预热上部的炉料，铜液通过铜水包或流

槽进入下道工序。此炉型常见于黄铜加工

车间和阳极铜铸造车间。

带熔池竖炉具有保温和除渣功能，可用

于熔炼中等品位的废杂铜，熔融的铜水通

过流槽转入精炼炉。带熔池竖炉适用于

高产量、连续生产，日产量可高达1000 

吨/天。

燃烧技术，高压精炼系统是精炼的关键

技术，氮气吹扫进一步提高了倾动炉的效

率。 

根据需要，铸造机和废气处理系统也可作

为选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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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炉

主要特点
  安全可靠的驱动系统采用高转速、变频控制

  采用冗余的制动装置

  采用封闭的沉渣室联接烟道和烟罩降低了废气泄露 

  采用高压精炼系统

  可采用铜包和溜槽装料

  先进的氮气清吹和氧气烧嘴燃烧技术

  采用U形风管改善了PS转炉鼓风均匀性

目前最大容量可达25 m³ 

迈尔兹TBRC的主要优势是熔炼效率高，

典型的装料可以是铜废料、不同品位的废

杂铜，特别是印刷电路板、烟尘、炉渣、

含稀贵金属的铅合金、以及来自铜电解的

阳极泥，根据不同用途，不同的水冷枪用

于熔化、氧化、还原以及烟尘加料，同时

枪上还可加装摄像头或温度测量系统。

变速旋转的炉体和采用富氧燃烧技术实现

了转炉的高效率，炉体的旋转使得热的炉

衬连续地转到冷的炉料下方提高了加热效

率，炉料得以充分混合加快了熔炼过程；

先进的设计可使炉体倾动360度，可便于

出料和除渣；炉体可以整体更换，大大减

少了耐材维修停机时间。

根据不同需求，转炉可设计成不同的容量

或特殊设计，另外，除转炉主体外，我们

还提供烟罩系统和料包运输系统。

顶吹旋转转炉TBRC
回转式阳极炉、PS转炉以及保温炉可用于原生铜和再生铜的熔炼，最大容量可达630吨 

主要特点
  可用于废杂铜、烟尘、炉渣的回收利用，以及提炼贵金属 

  高效熔炼和精炼缩短了熔炼周期

  采用了氧或富氧燃烧技术 

  易于喷枪和驱动系统维护 

  全封闭设计大大减少了废气泄露

迈尔兹的顶吹旋转转炉TBRC是用于铜或其它有色金属熔炼和精炼的一种多用途高效炉
型。 

世界上最大的阳极炉即是由安德里茨迈尔

兹设计的 

在原生铜和再生铜熔炼中，迈尔兹回转炉

可用作PS转炉、阳极炉或保温炉，对上游

来的熔融铜液进行吹炼、精炼或保温，同

时，也可设计成能装一定数量的固体料；

可通过料包批次出炉，也可由流槽连续出

炉；驱动系统包括主传动和应急传动，应

急传动形式可根据用户的要求设计为液压

形式、气动形式、AC或DC形式，倾动系

统通过行星减速机传动，并带有冗余的制

动装置。

回转炉采用氧气烧嘴燃烧技术提高了热效

率，采用烟罩捕捉漏出废气改善了环境，

烟气通过“鹅颈”形状的封闭烟管引入沉

 阳极炉

 TBRC顶吹旋转转炉，德国阿鲁毕斯公司

渣室做进一步处理。

精炼和风口系统加上氮气吹扫设计进一步

提高了生产效率。

容量630吨，ANDRITZ Maerz设计了世界

最大的阳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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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技术与优化

主要特点
  “直接成线”技术用于FRHC生产

  WEEE回收技术

  物料平衡

  工艺和成本核算

  炉渣处理设计

  精炼和氮气吹扫系统

  采用有氧或无氧燃烧器 

迈尔兹拥有FRHC“直接成线”技术，同时拥有WEEE废料回收技术。

在原生铜、再生铜和铜加工领域，我们能

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工艺和技术优化方

案。

FRHC的“直接成线”技术

“直接成线”技术将废杂铜火法精炼成

FRHC直接浇注成最终产品，如棒、型材

或用于取代阴极铜的坯料。

“直接成线”技术采用先进的设计，可应

用于现有或新建生产车间，根据不同的需

求和产量大小，可设计成不同的炉型，产

量范围在30到1000吨/天。 

迈尔兹的另一项创新技术是WEEE熔炼回

收技术，用于从电子废料如印刷电路板

PCB中回收有价金属，应用顶吹旋转转

炉TBRC可将PCB熔炼成富含贵金属的粗

铜，然后采用我们的椭圆形炉或反射炉进

一步精炼。

为技术进步和降低成本量身定制整套工艺

设计方案

为提高金属回收率、提高冶金效率、节约

能耗，我们可提供一整套工艺和设备方

案。

 铜杆，照片由南线公司提供

 

 印刷电路板,P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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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炼系统

 废气测量

自动化系统

交钥匙工程

燃烧系统

 氮气吹扫
 耐火材料

视频系统

技术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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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我们的专业化是成功之路
世界各地的用户采用我们的技术，实现了低金属损失、低能耗、环保生产。

主要业绩 

  阿鲁毕斯公司, 德国

  Cunext Group, 西班牙

  First Quantum Minerals Ltd.,

 赞比亚

  Glencore Xtrata plc, 澳大利亚

  Kansanshi Mining, 赞比亚

  Kazzinc, 哈萨克斯坦

  La Farga Lacambra, 西班牙

  Mesco Inc., 日本

  Metallo Chimique, 比利时

  Montanwerke Brixlegg AG, 奥地利

  Novogorod Metallurgical Plant, 俄

罗斯

  XSTRATA Copper, 澳大利亚

  阳谷祥光铜业, 中国

原生铜领域 再生铜领域 铜加工领域

回转式阳极 回转式阳极炉和保温炉 用于阴极与高品位废料熔炼的竖炉 

PS转炉 带熔池竖炉用于熔炼废杂铜 用于铜精炼的倾动式炉 

用于冶炼或阳极泥处理的顶吹转炉 多用途的TBRC转炉，可用于铜的熔炼和精

炼，烟尘、炉渣、WEEE废料和阳极泥的回

收利用

用于FHRC铜产品的直接成线技术 

用于废料熔炼的竖炉 倾动炉和椭圆形炉用于熔炼废杂铜

竖炉用于熔炼阳极铜废料

WEEE金属回收金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