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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

统及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轧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双

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统及制备方

法。本发明针对金属复合极薄带轧制复合效果不

佳、几何精度低、板形质量差等问题，本发明包括

一号轧辊、二号轧辊、一号液压振动器、二号液压

振动器、一号液压马达、二号液压马达、单向阀、

一号液压泵、一号溢流阀、油箱、控制器、二号溢

流阀、二号液压泵、电磁换向阀、一号调速阀、二

号调速阀，本发明轧辊横向振动可使金属极薄带

在复合轧制时承受横向剪切力，轧件在纵向延伸

的同时产生宽展，从而降低轧件的各向异性并显

著提高复合轧制成品件的复合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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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一号轧辊(1)、二号

轧辊(2)、一号液压振动器(3)、二号液压振动器(4)、一号液压马达(5)、二号液压马达(6)、

单向阀(7)、一号液压泵(8)、一号溢流阀(9)、油箱(10)、控制器(11)、二号溢流阀(12)、二号

液压泵(13)、电磁换向阀(14)、一号调速阀(15)、二号调速阀(16)，所述一号轧辊(1)和二号

轧辊(2)为中部向外突出的柱体结构，所述油箱(10)中的液压油被一号液压泵(8)抽出，一

部分油液经一号溢流阀(9)调压后流回油箱(10)，所述一号溢流阀(9)用于控制油液压力，

所述一号液压泵(8)抽出的另一部分液压油通过管道经单向阀(7)分别进入一号液压马达

(5)和二号液压马达(6)，所述油箱(10)中的液压油被二号液压泵(13)抽出，一部分油液经

二号溢流阀(12)流回油箱(10)，所述二号溢流阀(12)用于控制油液压力，所述二号液压泵

(13)抽出的另一部分液压油通过设有电磁换向阀(14)的管道分别经一号调速阀(15)和二

号调速阀(16)，并分别进入一号液压振动器(3)、二号液压振动器(4)，所述一号液压马达

(5)和二号液压马达(6)通过联轴器分别与一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的一端连接，以便于

驱动一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的转动，所述一号液压振动器(3)和二号液压振动器(4)通

过联轴器分别与一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的另一端连接，以便于驱动一号轧辊(1)和二

号轧辊(2)横向振动，所述控制器(11)通过电信号控制一号液压马达(5)和二号液压马达

(6)的转速、一号液压振动器(3)和二号液压振动器(4)的振动频率、电磁换向阀(14)的换

向、通过一号调速阀(15)和二号调速阀(16)的流量，以便于控制整个系统的运动协调，所述

一号液压马达(5)、二号液压马达(6)和一号液压泵(8)的出油口均与油箱(10)连接，实现回

油，所述一号液压振动器(3)、二号液压振动器(4)回油口与电磁换向阀(14)连接，实现回

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一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均由高强度、高硬度、高杨氏模量的碳化钨硬质合金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一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均有向外凸出的台阶平面，所述台阶平面通过弧面与两端圆

柱体辊身平面连接，所述台阶平面高度h＝0.5～2mm，所述圆柱体轧辊直径D＝20～40mm，所

述一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的辊身长度L＝25～50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台阶平面的宽度w大于金属极薄带的宽度。

5.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系统进行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两张金属极薄带用丙酮溶液浸泡并使用超声波清洗仪对这两张金属极薄带

进行清洁处理；

步骤2，将步骤1中清洁处理后的两张金属极薄带用无水乙醇冲洗表面；

步骤3，将步骤2中处理的两张金属极薄带进行对合叠放，使用点焊技术将这两张金属

极薄带的边部焊接到一起，防止轧制过程中两张金属极薄带发生相对滑动；

步骤4，将步骤3中对合叠放的两张金属极薄带送入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

系统进行第一道次复合轧制；

步骤5，重复步骤4，采用道次压下率15％～35％进行多道次轧制，直至两张金属极薄带

在界面上实现冶金结合，即得到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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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系统进行双层金属复合极

薄带横向振动轧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每张金属极薄带的厚度为20～200μ

m，轧制复合前金属极薄带厚度相同或不同。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系统进行双层金属复合极

薄带横向振动轧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第一道次轧制压下率大于40％。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系统进行双层金属复合极

薄带横向振动轧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极薄带材料为不锈钢，或钛、铜、铝的纯

金属，或钛合金，或铜合金，或铝合金，复合轧制时两张金属极薄带试样材料相同，或异种材

料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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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统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轧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统

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复合材料是以一种金属作为基体，利用复合技术与另一种或几种物理、化学、

力学性能不同的增强体金属在界面上实现冶金结合而形成的复合材料的统称。金属复合材

料在设计上综合了各组元的优点，弥补了各组元的不足，具有单一金属或合金无法比拟的

优异综合性能。

[0003] 层状结构为自然结构材料最基本、最广泛的组成结构，通过分级调控与逐级优化，

层状结构材料可显示出非常独特的强韧化匹配优势，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层状金属复合

材料通过优化叠层组成和结构来补偿单层材料内在性能的不足，可获得优异的综合性能，

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电子通讯等领域。

[0004] 在金属极薄带复合轧制过程中，由于轧制力大，轧辊易产生弹性变形。随着轧件厚

度的减小，轧制力将升高，并且由于轧件回弹现象的发生，显著影响成品的几何精度。特别

是当极薄带的厚度减小到一定范围时，轧件覆盖区之外的上下工作辊边部易发生接触，严

重影响极薄带轧制复合效果和成品件板形质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金属复合极薄带轧制复合效果不佳、几何精度低、板形质量差等问题，

提供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统及制备方法。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

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统，包括一号轧辊、二号轧辊、一号液压

振动器、二号液压振动器、一号液压马达、二号液压马达、单向阀、一号液压泵、一号溢流阀、

油箱、控制器、二号溢流阀、二号液压泵、电磁换向阀、一号调速阀、二号调速阀。所述一号轧

辊和二号轧辊为中部向外突出的柱体结构。所述油箱中的液压油经一号溢流阀被一号液压

泵抽出，所述一号溢流阀用于控制油液压力，所述一号液压泵抽出的液压油通过管道经单

向阀分别进入一号液压马达和二号液压马达。所述油箱中的液压油经二号溢流阀被二号液

压泵抽出，所述二号溢流阀用于控制油液压力，所述二号液压泵抽出的液压油通过设有电

磁换向阀的管道分别经一号调速阀和二号调速阀，并分别进入一号液压振动器、二号液压

振动器。所述一号液压马达和二号液压马达通过联轴器分别与一号轧辊和二号轧辊的一端

连接，以便于驱动一号轧辊和二号轧辊的转动。所述一号液压振动器和二号液压振动器通

过联轴器分别与一号轧辊和二号轧辊的另一端连接，以便于驱动一号轧辊和二号轧辊横向

振动。所述控制器通过电信号控制一号液压马达和二号液压马达的转速、一号液压振动器

和二号液压振动器的振动频率、电磁换向阀的换向、通过一号调速阀和二号调速阀的流量，

以便于控制整个系统的运动协调。所述一号液压马达、二号液压马达和一号液压泵的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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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均与油箱连接，实现回油。所述一号液压振动器、二号液压振动器回油口与电磁换向阀连

接，实现回油。液压振动器和液压马达与控制器连接，对横向振动频率、振幅、马达驱动轧辊

转速进行监控与设定。

[0007] 进一步，所述一号轧辊和二号轧辊均由高强度、高硬度、高杨氏模量的碳化钨硬质

合金制成。采用硬质合金可减少轧辊在轧制时产生的弹性及弯曲变形，避免轧件覆盖区之

外的轧辊边部发生接触。

[0008] 再进一步，所述一号轧辊和二号轧辊中部均有向外凸出的台阶平面，所述台阶平

面通过弧面与两端圆柱体辊身平面连接，所述台阶平面高度h＝0.5～2mm，所述圆柱体轧辊

直径D＝20～40mm，所述一号轧辊和二号轧辊的辊身长度L＝25～50mm。一号轧辊和二号轧

辊的台阶高度保持相同，台阶平面与辊身的过渡性连接避免轧制时产生的应力集中对台阶

构成损坏。

[0009] 更进一步，所述台阶平面的宽度w大于轧件的宽度。一号轧辊和二号轧辊在轧制时

产生横向周期性振动，轧制时极薄带宽度将会增加，台阶须有足够的宽度来保证轧制过程

的稳定性。

[0010] 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步骤1，将两张轧件用丙酮溶液浸泡并使用超声波清洗仪对两张金属极薄带进行

清洁处理；

[0012] 步骤2，将步骤1中清洁处理后的两张轧件用无水乙醇冲洗表面；

[0013] 步骤3，将步骤2中处理的两张轧件进行对合叠放，使用点焊技术将两张轧件的边

部焊接到一起，防止轧制过程中两张轧件发生相对滑动；

[0014] 步骤4，将步骤3中对合叠放的两张轧件送入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

统进行第一道次复合轧制；

[0015] 步骤5，重复步骤4，采用道次压下率15％～35％进行多道次轧制，直至两张轧件在

界面上实现冶金结合，即得到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

[0016] 进一步，所述步骤1～5中的轧件为金属极薄带。

[0017] 再进一步，所述步骤1中每张金属极薄带的厚度为20～200μm，轧制复合前极薄带

厚度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0018]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4中第一道次复合轧制压下率大于40％，完成金属极薄带的初

步复合。

[0019] 更进一步，所述金属极薄带材料为不锈钢，以及钛、铜、铝的纯金属或钛、铜、铝的

合金，复合轧制时两张金属极薄带试样材料相同，或异种材料组合。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轧辊横向振动可使金属极薄带在复合轧制时承受横向剪切力，轧件在

纵向延伸的同时产生宽展，从而降低轧件的各向异性并显著提高复合轧制成品件的复合强

度。

[0022] (2)本发明轧辊采用高强度、高硬度、高杨氏模量的碳化钨材料，并在轧辊中部加

工成具有一定凸度的台阶平面，该设计可减少轧辊在轧制时产生弹性及弯曲变形，避免轧

制时轧辊边部发生接触，有效改善轧件的板形和成品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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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一号轧辊、2‑二号轧辊、3‑一号液压振动器、4‑二号液压振动器、5‑一号液

压马达、6‑二号液压马达、7‑单向阀、8‑一号液压泵、9‑一号溢流阀、10‑油箱、11‑控制器、

12‑二号溢流阀、13‑二号液压泵、14‑电磁换向阀、15‑一号调速阀、16‑二号调速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系统，包括一号轧辊1、二号轧

辊2、一号液压振动器3、二号液压振动器4、一号液压马达5、二号液压马达6、单向阀7、一号

液压泵8、一号溢流阀9、油箱10、控制器11、二号溢流阀12、二号液压泵13、电磁换向阀14、一

号调速阀15、二号调速阀16。所述一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均由高强度、高硬度、高杨氏模量

的碳化钨硬质合金制成。所述一号轧辊和二号轧辊中部均有向外凸出的台阶平面，所述一

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的台阶平面通过弧面与两端圆柱体辊身平面连接，所述台阶平面的宽

度w大于轧件的宽度。所述油箱10中的液压油经一号溢流阀9被一号液压泵8抽出，所述一号

溢流阀9用于控制油液压力，所述一号液压泵8抽出的液压油通过管道经单向阀7分别进入

一号液压马达5和二号液压马达6。所述油箱10中的液压油经二号溢流阀12被二号液压泵13

抽出，所述二号溢流阀12用于控制油液压力，所述二号液压泵13抽出的液压油通过设有电

磁换向阀14的管道分别经一号调速阀15和二号调速阀16，并分别进入一号液压振动器3、二

号液压振动器4。所述一号液压马达5和二号液压马达6通过联轴器分别与一号轧辊1和二号

轧辊2的一端连接，以便于驱动一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的转动。所述一号液压振动器3和二

号液压振动器4通过联轴器分别与一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的另一端连接，以便于驱动一号

轧辊1和二号轧辊2横向振动。所述控制器11通过电信号控制一号液压马达5和二号液压马

达6的转速、一号液压振动器3和二号液压振动器4的振动频率、电磁换向阀14的换向、通过

一号调速阀15和二号调速阀16的流量，以便于控制整个系统的运动协调。所述一号液压马

达5、二号液压马达6和一号液压泵8的出油口均与油箱10连接，实现回油。所述一号液压振

动器3、二号液压振动器4回油口与电磁换向阀14连接，实现回油。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台阶平面高度h＝0.5～2mm，所述圆柱体轧辊直径D＝20～40mm，

所述一号轧辊1和二号轧辊2的辊身长度L＝25～50mm。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轧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步骤1，将两张金属极薄带用丙酮溶液浸泡并使用超声波清洗仪对两张金属极薄

带进行清洁处理；

[0032] 步骤2，将步骤1中清洁处理后的两张厚度为20～200μm的金属极薄带用无水乙醇

冲洗表面；

[0033] 步骤3，将步骤2中处理的两张金属极薄带进行对合叠放，使用点焊技术将两张金

属极薄带的边部焊接到一起，防止轧制过程中两张金属极薄带发生相对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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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步骤4，将步骤3中对合叠放的两张金属极薄带送入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横向振动

轧制系统进行第一道次复合轧制，且使得第一道次轧制压下率大于40％；

[0035] 步骤5，重复步骤4，采用道次压下率15％～35％进行多道次轧制，直至两张金属极

薄带在界面上实现冶金结合，即得到双层金属复合极薄带。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金属极薄带材料为不锈钢，以及钛、铜、铝的纯金属或钛、铜、铝的

合金，复合轧制时两张金属极薄带试样材料相同，或异种材料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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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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