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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consumable electrode, slag bath, and ingot as investigated objects. Mathematical models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nvection thermal transfer equation of the slag bath, the thermal conduction equation of the ingot, 

and the melt flowing equation,meanwhile the appropriate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rmal boundary conditions are applie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study on influence of process parameters on filling channels between metal pools in electroslag casting 

process with fixed consumable electrode filling method are performed by using larg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ANSYS. 

Size of casting ingot is 400 x 70 x 400, the research show that when the current density of mobile consumable electrode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0.5 A/mm
2
, the electrode spacing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0.15m, and the electrode thickness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0.035m, the two metal pools are connected，molten metal of moved consumable electrode casting 

successfully supply the metal pool of fixed consumable electrode through filling channel, make sure that casting is forming 

under stable electroslag conditions. the minimum sectional area of filling channel i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urrent 

density of  the mobile consumable electrode and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he consumable electr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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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研究以自耗电极、渣池和铸锭为研究对象，根据渣池对流传热方程、铸锭的导热方程和熔体流动方程建立数

学模型，施加恰当的电磁场和热场边界条件，利用大型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研究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电渣熔铸过程中

工艺参数对充填通道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结晶器内腔尺寸为400×70×400的板形铸锭，当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

大于等于0.5A/mm

2

、电极间距小于等于0.15m且电极厚度大于等于0.035m时，两金属熔池连通，移动自耗电极熔化的金

属熔体通过充填通道顺利地补充到固定自耗电极下金属熔池内，确保铸件在稳定的电渣条件下凝固成型。充填通道的

最小截面积随着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和自耗电极的横截面积的增大而增大。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电渣熔铸，充填通道，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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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通过电渣熔铸冶炼方法获得的铸件有害元素含量低、

铸造缺陷少、没有成分偏析现象，并且生产设备简单、实

际操作方便、工艺稳定性高、在高品质铸件的生产方面有

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受到人们的重视[1-6]，随着航空

航天、水利发电、大型船舶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对电渣熔

铸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大。 

常规的电渣熔铸过程中，自耗电极被公共型腔中的液

态渣加热熔化，形成的金属熔滴穿过渣池进入结晶器；当

铸件的形状比较复杂，由于公共型腔过小或无公共型腔，

普通的电渣熔铸方法根本无法生产示。这些原因使得只有

形状简单的铸件才能采用电渣熔铸冶炼方法，熔铸形状复

杂的铸件问题一直是电渣学者们的一块心病。 

针对形状复杂铸件的电渣熔铸问题，本课题组提出了固

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熔铸新工艺，其原理如图1所示。该方法

中固定自耗电极本身无法充填整个铸件结晶器的型腔，缺失

的部分由移动自耗电极熔化的熔体通过充填通道进行补充，

因此充填通道直接影响熔铸过程的稳定性。为了确保移动自

耗电极熔化的金属熔体顺利地对固定自耗电极下金属熔池

进行充填，必须研究工艺参数对充填通道的影响。研究成果

可为形状复杂铸件工艺辅助结构的设计和优化熔铸工艺、确

定补偿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电渣熔铸复杂形状铸件的自动

控制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对电渣冶金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所以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图图图图1 复杂形状铸件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电渣熔铸过程示意图。 

20世纪中叶，人类工业进行了第三次革命，电子计算

机技术飞速发展，人们研发出许多模拟仿真软件（CAE），

电渣冶金学者利用这些模拟仿真软件对金属熔池的形状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陈元元[7]以热传导方程为基础建立了电渣重熔的数

学模型并用Visual Basic语言自编了计算程序模拟了凝固

过程中熔池的形状和铸锭的温度分布。马新生[8]采用数值

模拟的方法对不同渣池深度条件下渣池温度场的变化情

况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渣池深度的增加，金属熔池变浅。

钱凤娟[9]利用有限元模拟软件模拟电渣熔铸过程，得到金

属熔池深度随渣池深度的变化规律。张华[10]模拟了水轮

机导叶的熔铸过程，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基本吻合。刘双

[11]结合动量和能量方程，研究了渣池深度和侵入深度对

金属熔池形状的影响。李宝宽[12]通过界面移动法和元胞

自动机与有限元相耦合的方法模拟了低碳马氏体不锈钢

ZG06Cr13Ni4Mo电渣熔铸稳定阶段金属熔池形状，与实验

结果对比发现两者基本吻合。杨明[13]利用数值模拟与实

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熔铸初期铸

锭底部形状。对比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发现两者基本一

致。 

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本文作者用数值模拟与实验相

结合的方法对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电渣熔铸过程中金属

熔池形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基

本吻合，如图2所示。固本文直接采用已有的数值模拟方

法研究工艺参数对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电渣熔铸过程充

填通道的影响。 

2．．．．数值模拟数值模拟数值模拟数值模拟 

2.1．．．．基本假设基本假设基本假设基本假设 

按照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的原则，对模型进

行如下合理的基本假设: 

（1）在工艺开始时，以一个特征初始温度代替不均

匀的温度场； 

（2）在工艺进行过程中，忽略金属熔滴在渣中的运

动和对熔铸系统的影响； 

（3）自耗电极在一个较短时间段内与结晶器保持相

对静止，反应过程为准稳态过程； 

（4）电极顶部绝热，温度为室温且保持不变； 

（5）钢和熔渣的物性参数只和温度有关，且各部分

有关物性参数可设为常数，具有均匀性和各向同性； 

（6）金属熔池与渣池中的对流换热简化为传导传热

和对流换热系数以有效导热系数来代替。 

2.2．．．．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数学模型 

（1）熔池与铸锭内导热方程 

稳态时熔池与铸锭内热量控制方程为 

2 2 2

2 2 2
( )

i pi z i i

T T T T
C v q

z x y z
ρ λ∂ ∂ ∂ ∂= + + +

∂ ∂ ∂ ∂
      (1) 

式中，ρ 为密度，kg.m
-3
；CP为恒压热容，J.kg

-1
.k

-1
；

vz为铸锭的上涨的速度，m.s
-1
；T为温度，℃；λi为导热系

数，w.m
-1

.k
-1
；x、y、z为直角坐标，m；qi为初生的焦耳

热，J.m
-3

.s
-1
；i=l, m, s, 其中l, m, s分别表示金属熔池部分、

为固液两相区、铸锭。 

 

图图图图2 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电渣熔铸熔池形状模拟与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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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渣池内对流传热控制方程 

①传热方程 

渣池的传热由对流传热方程来确定，即 

( )p eff vC v T K T qρ ∇ = ∇ ∇ +          (2) 

式中，ρ 为熔的密度，kg.m
-3
；CP为熔渣的恒压热容，

J.kg
-1

.k
-1
；v为熔渣的流动速度，m.s

-1
；Keff为熔渣的导热系

数，w.m
-1

.k
-1
；qv为熔渣产生的焦耳热，J.m

-3
.s

-1
。 

②熔渣流动速度方程 

熔渣的流动速度v由下列方程确定，即 

( ) ( )effv v P v Fρ µ∇ = −∇ + ∇ ∇ +         (3) 

式中，P为压力，Pa；µeff为熔渣粘度，Pa.s；F为体积

力。 

③体积力方程 

0
[1 ( )]F J B g T Tρ β= × + − −         (4) 

式中，J为电流密度，A.m
-2
；B为磁感应强度，T。J

与B分别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和欧姆定律确定。 

2.3．．．．实体模型与网格划分实体模型与网格划分实体模型与网格划分实体模型与网格划分 

由于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熔铸新工艺是首次提出的，

为了便于研究，将复杂铸件简化为板状铸件，如图3所示。 

 

图图图图3 简化后的实体模型。 

选取自耗电极、渣池和铸锭部分建立几何模型，考虑

地球的磁场影响，在模型外围取5倍于熔铸系统的空气层，

熔铸系统实体模型与网格划分如图4所示。 

 

图图图图4 实体模型与网格划分。 

充填通道最小截面积可以直接反应出单位时间内移

动自耗电极向固定自耗电极填充金属熔体的能力，充填通

道最小截面积A的示意图以及模型的几何参数如图5所示。 

 

图图图图5 模拟对象的几何参数。 

2.4．．．．求解过程求解过程求解过程求解过程 

（1）求解方法 

本工作选用磁矢量位方法（选用solid97单元）求解电

磁场和焦耳热场，首先由矢量磁位计算出磁感应强度和电

流密度，然后将电流密度或电场结果带入焦耳定律公式，

通计算求解得到热功率密度（即焦耳热场分布），通过耦

合计算，转换单元(使用solid90)，求解出温度场分布。其

中电极、钢锭和渣层选择时间积分电势(VOLT)作为自由

度。 

（2）边界条件 

磁场计算边界条件：移动电极和固定电极上端面施加

电流，并分别耦合volt自由度。铸锭底部端面取电位为0，

并在空气外表面处设置磁平行边界条件。 

温度场的计算主要是考虑电极、电渣和铸锭的边界条

件。电极区域：自耗电极顶部按实验中实测的温度作为该

边界条件；自耗电极侧壁按自然对流传热进行处理。渣池

区域：渣池顶部存在辐射换热和对流换热两种传热方式，

由于自然对流换热量远远小于辐射换热量，假设渣池上表

面仅发生辐射换热。 

设定模拟过程中环境温度为20℃，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分别为20℃和40℃，冷却水流量为25升/min，工艺参数的

调整如表1所示。 

表表表表1 工艺参数。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电流密度电流密度电流密度电流密度JJJJ(A/mm(A/mm(A/mm(A/mm

2222

))))    电极间距电极间距电极间距电极间距LLLLEEEE
(m)(m)(m)(m)    电极厚度电极厚度电极厚度电极厚度hhhh(m)(m)(m)(m)    

1 0.4 0.06 0.03 

2 0.5 0.09 0.035 

3 0.6 0.12 0.04 

4 0.7 0.15 0.045 

5 0.8 0.18 0.05 

（3）物性参数 

渣和钢锭的物性参数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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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2 物性参数。 

物理性质物理性质物理性质物理性质    渣渣渣渣[14][14][14][14]    钢钢钢钢    

电导率/Ω

-1

m

-1

 3.22×10

5

 7.14×10

5

 

磁导率/Hm-1 1.257×10

-6

 1.257×10

-6

 

热传导系数/Wm

-1

K

-1

 10.46 35.1 

比热/Jkg

-1

K

-1

 1255 828 

密度/kgm

-1

 2800 7800 

熔点/K 1673 1773 

（4）模拟流程 

具体模拟过程如图6所示。 

 

图图图图6 模拟流程。 

3．．．．结果与讨论结果与讨论结果与讨论结果与讨论 

3.1．．．．电流密度的影响电流密度的影响电流密度的影响电流密度的影响 

电极厚度为0.03m、两电极间距为0.06m时，移动自耗

电极电流密度对充填通道的最小截面积影响如图7所示。

随着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的增大，充填通道的最小截面

积增加。当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增大到0.7A/mm
2
时，充

填通道的最小截面的增大主要依靠充填通道深度的增加。 

 

图图图图7 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对充填通道最小截面积的影响。 

不同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下填充通道最小横截面

积的变化曲线如图8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移动自

耗电极电流密度的增大，填充通道最小横截面积不断增大。 

 

图图图图8 不同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下填充通道最小横截面积的变化曲线。 

综上所述，填充通道的最小横截面积随着移动自耗电

极电流密度的增大而增大，单位时间内移动自耗电极向固

定自耗电极填充金属熔体的能力增强。 

3.2．．．．电极间距的影响电极间距的影响电极间距的影响电极间距的影响 

为了便于研究电极间距对填充通道的影响，应尽量减

小其他工艺参数对填充通道的影响，故选取电极厚度的中

间值0.04m。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分别为0.4A/mm
2
、

0.5A/mm
2
、0.6A/mm

2
、0.7A/mm

2
和0.8A/mm

2
时，不同电

极间距下填充通道最小横截面积的变化曲线如图9所示。 

当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小于等于0.5A/mm
2
时且电

极间距超过0.15m时，充填通道最小截面积几乎等于0，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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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时移动自耗电极无法向固定自耗电极充填金属熔体，

这种工艺参数下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电渣熔铸失去意义。 

 

图图图图9 电极间距对充填通道最小截面积的影响。 

3.3．．．．电极厚度的影响电极厚度的影响电极厚度的影响电极厚度的影响 

通过分析电极间距对填充通道的影响，发现移动自耗

电极和固定自耗电极之间的最大距离为0.15m，故选取电

极间距为 0.15m。当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分别为

0.4A/mm
2
、0.5A/mm

2
、0.6A/mm

2
、0.7A/mm

2
和0.8A/mm

2

时，不同电极厚度下填充通道最小横截面积的变化曲线如

图10所示。当移动自耗电极电流密度小于等于0.5A/mm
2

时，电极厚度不宜小于0.035m。 

 

图图图图10 电极厚度对充填通道最小截面积的影响。 

从图1可知，由于铸件形状的变化将导致固定自耗电

极与移动自耗电极间距发生变化，为了确保移动自耗电极

熔化的金属熔体顺利地补充到固定自耗电极下金属熔池

内，并保持稳定的电渣熔铸过程，上述数值计算结果可作

为辅助工艺型腔设计的依据。 

4．．．．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1）固定自耗电极充填法电渣熔铸时，随着移动自

耗电极电流密度与充填比的增大、电极间距的减小，充填

通道最小截面积呈变大的变化规律。 

（2）为了确保两金属熔池之间相互连通，固定自耗

电极充填法电渣熔铸400×70×400板形铸锭时，移动自耗电

极电流密度、电极间距以及充填比的最小值分别为：

0.5A/mm
2
、0.15m和0.0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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