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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钢板热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

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该方法包

括：喷嘴布置方法、间歇喷水方法、钢板加减速控

制方法和区域残水控制方法，所述喷嘴布置方法

将粗调冷却区和精调冷却区相结合，同时提高钢

板冷却效率和终冷控温精度；所述间歇喷水方法

在重新均匀分布钢板温度场的同时快速清除热

交换后的冷却水，实现均匀有序换热；所述钢板

加减速控制方法通过控制钢板速度实现头部、尾

部均匀冷却，提高整板冷却均匀性；所述区域残

水控制方法利用气刀、压辊等方式实现钢板表面

流量分区。本发明解决钢板控温淬火过程中高效

率冷却、高均匀性冷却、高平直度冷后板形控制

难题，满足10～100mm钢板控温淬火工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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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喷嘴布置方

法、间歇喷水方法、钢板加减速控制方法和区域残水控制方法，其中：

所述喷嘴布置方法指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由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和精调

冷却区一至八(6～13)组成，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与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9)交叉布

置，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布置在粗调冷却区五(5)之后；

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钢板(18)上方设置自激脉冲气刀(17)，辊式淬火

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钢板(18)上下表面设置入口侧压辊(19)；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

区(24)的出口侧钢板(18)上方设置自激脉冲气刀(17)，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出口

侧钢板(18)上下表面设置出口侧压辊(20)，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钢板(18)上下表

面均匀设置的挡水辊道(21)；

间歇喷水方法指控温淬火过程中，钢板(18)厚度≤30mm时，开启粗调冷却区一(1)、粗

调冷却区三(3)、粗调冷却区五(5)，关闭粗调冷却区二(2)、粗调冷却区四(4)、精调冷却区

一至四(6～9)，通过控制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的开闭，精调钢板(18)终冷温度满足

工艺需求；钢板(18)厚度＞30mm且≤60mm时，开启粗调冷却区一(1)、粗调冷却区三(3)、粗

调冷却区五(5)、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9)，关闭粗调冷却区二(2)、粗调冷却区四(4)，通过

控制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的开闭，精调钢板(18)终冷温度满足工艺需求；钢板(18)

厚度＞60mm且≤100mm时，开启粗调冷却区一(1)、粗调冷却区二(2)、粗调冷却区四(4)、粗

调冷却区五(5)、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9)，关闭粗调冷却区三(3)，通过控制精调冷却区五

至八(10～13)的开闭，精调钢板(18)终冷温度满足工艺需求；

钢板加减速控制方法指钢板(18)以两倍于控温淬火工艺的运行速度出炉，在钢板(18)

头部通过辊式淬火机高压冷却区(25)、到达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入口时，钢板(18)

减速运行，直至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精调冷却区一(6)后挡水辊道(21)处，通过控

制减速度使此时钢板(18)达到控温淬火工艺的运行速度，此后钢板(18)微加速通过剩余辊

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直至完全驶出，钢板(18)微加速加速度通过工艺模型计算出；从

而，通过控制钢板(18)加减速，控制钢板(18)头部、尾部冷却时间，减小钢板(18)控温淬火

头尾冷却不均现象；

区域残水控制方法指利用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压辊(19)、出口侧压辊

(20)、自激脉冲气刀(17)，将钢板(18)控温淬火过程中冷却水封闭在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

区(24)内，防止冷却水返回辊式淬火机高压冷却区(25)造成钢板(18)表面不均匀预冷、或

者由出口侧流出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造成钢板(18)表面后续不均匀冷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其特征在于，挡水辊道

(21)分别布置于：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的两根上射流喷嘴(22)、两根下射流喷嘴(23)

之间，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与精调冷却区一至五(6～10)之间，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

～13)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其特征在于，粗调冷却

区一至五(1～5)由喷射到钢板(18)上表面的两根上射流喷嘴(22)和喷射到钢板(18)下表

面的两根下射流喷嘴(23)组成，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的一端分别与钢板(18)

相对应，上射流喷嘴(22)的另一端通过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与低压分流集水管(16)连

通，下射流喷嘴(23)的另一端通过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与低压分流集水管(16)连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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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上射流喷嘴(22)、两根下射流喷嘴(23)分别由一套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和一套下管路

及控制阀组(15)控制供水，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冷却水均来自低压分流集水

管(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其特征在于，精调冷却

区一至八(6～13)由喷射到钢板(18)上表面的一根上射流喷嘴(22)和喷射到钢板(18)下表

面的一根下射流喷嘴(23)组成，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的一端分别与钢板(18)

相对应，上射流喷嘴(22)的另一端通过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与低压分流集水管(16)连

通，下射流喷嘴(23)的另一端通过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与低压分流集水管(16)连通，一

根上射流喷嘴(22)、一根下射流喷嘴(23)分别由一套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和一套下管路

及控制阀组(15)控制供水，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冷却水均来自低压分流集水

管(1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其特征在于，关闭辊式

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某一组或两组以上粗调冷却区或精调冷却区，使钢板(18)在此区间

充分返温，均匀化截面温度场分布、提高表面过冷度；关闭某一组或两组以上粗调冷却区或

精调冷却区，使钢板(18)表面累积的热交换后冷却水彻底排除，结合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

区(24)设置的挡水辊道(21)，实现钢板(18)控温淬火过程中表面换热有序控制和分区控

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其特征在于，10～

100mm厚钢板(18)以0.1～1.2m/s速度出热处理炉，当钢板(18)头部到达辊式淬火机低压冷

却区(24)的入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位置时，该自激脉冲气刀(17)开启，同时钢板(18)以-

0 .008～-0 .15m2/s加速度减速至钢板(18)出热处理炉运行速度的一半，再以0.0002～

0.01m2/s加速度微加速，直至钢板(18)尾部离开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其特征在于，钢板(18)

依次通过开启的粗调冷却区和精调冷却区，当钢板(18)尾部离开某一组粗调冷却区或精调

冷却区时，该组上射流喷嘴和下射流喷嘴关闭；当钢板(18)尾部完全进入辊式淬火机低压

冷却区(24)入口后，入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关闭，当钢板(18)头部到达辊式淬火机低压

冷却区(24)出口侧时，出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开启，当钢板(18)尾部离开辊式淬火机低

压冷却区(24)出口侧时，出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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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钢板热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控温淬火指需要热处理的钢板在正火后，采用加速冷却方式，通过控制冷速和终

冷温度控制相变，抑制微合金碳氮化物长大，细化晶粒和析出物，进而提高钢板强韧性的一

种热处理工艺。有别于钢板淬火工艺，控温淬火后钢板温度一般在400℃以上。控温淬火广

泛应用于桥梁钢、高强船板、高性能建筑结构用钢、高强结构钢、压力容器用钢等板材产品

热处理生产中，其优点是①提高钢材强度、冲击韧性，②适量减少钢板中微合金元素添加，

提高焊接性能，③挽救在线TMCP工艺生产的性能不合的产品，④减小热处理厂冷床压力，提

高综合成材率。

[0003] 目前，实现钢板控温淬火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为传统方式，即在正火炉后配置常

规层流冷却装置，通过控制集管开启个数、水量、辊速控制终冷温度，实现钢板温降。这种方

式冷却效率低、冷后钢板温度均匀性差、控温精度低、板形差。另一种是在辊式淬火机上实

现控温淬火，利用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完成与常规层流冷却相似的功能。这种方式的优

点是：①辊式淬火机上辊系能有效约束冷却钢板变形，冷后钢板板形有改善；②辊式淬火机

挡水辊能实现钢板表面流量分区，提高钢板终冷温度控制精度。然而，现有辊式淬火机设备

配置和控制主要针对钢板快速冷却至常温的淬火功能，控温淬火过程钢板温度精确控制、

钢板整板温度均匀性控制难度大，无法满足日益苛刻的板形、性能和性能均匀性的用户需

求。

[0004] 现有专利中，中国专利申请(公开号CN105803175A)提出一种利用正火炉后配置的

常规层流冷却装置，结合连铸坯TMCP控轧工艺，获得一种低压缩比特厚EH36船板钢的制备

方法。该方法主要公开所述EH36船板钢制备工艺流程和工艺控制参数，并未提及如何通过

所述的常规层流冷却装置提高钢板控温淬火精度和钢板均匀性。

[0005] 中国专利申请(公开号CN104263905A)提出一种利用淬火机装置实施海工板NAC工

艺的控制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海工钢板，给出冷却规程，适用范围有限。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

淬火方法，解决钢板控温淬火过程中高效率冷却、高均匀性冷却、高平直度冷后板形控制难

题，满足10～100mm钢板控温淬火工艺需要。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该方法包括：喷嘴布置方法、间歇喷水

方法、钢板加减速控制方法和区域残水控制方法，其中：

[0009] 所述喷嘴布置方法指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由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和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08070710 B

4



精调冷却区一至八(6～13)组成，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与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9)交

叉布置，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布置在粗调冷却区五(5)之后；

[0010] 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钢板(18)上方设置自激脉冲气刀(17)，辊式

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钢板(18)上下表面设置入口侧压辊(19)；辊式淬火机低压

冷却区(24)的出口侧钢板(18)上方设置自激脉冲气刀(17)，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

出口侧钢板(18)上下表面设置出口侧压辊(20)，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钢板(18)上

下表面均匀设置的挡水辊道(21)。

[0011] 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挡水辊道(21)分别布置于：粗调冷

却区一至五(1～5)的两根上射流喷嘴(22)、两根下射流喷嘴(23)之间，粗调冷却区一至五

(1～5)与精调冷却区一至五(6～10)之间，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之间。

[0012] 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由喷射到

钢板(18)上表面的两根上射流喷嘴(22)和喷射到钢板(18)下表面的两根下射流喷嘴(23)

组成，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的一端分别与钢板(18)相对应，上射流喷嘴(22)

的另一端通过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与低压分流集水管(16)连通，下射流喷嘴(23)的另一

端通过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与低压分流集水管(16)连通，两根上射流喷嘴(22)、两根下

射流喷嘴(23)分别由一套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和一套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控制供水，

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冷却水均来自低压分流集水管(16)。

[0013] 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精调冷却区一至八(6～13)由喷射

到钢板(18)上表面的一根上射流喷嘴(22)和喷射到钢板(18)下表面的一根下射流喷嘴

(23)组成，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的一端分别与钢板(18)相对应，上射流喷嘴

(22)的另一端通过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与低压分流集水管(16)连通，下射流喷嘴(23)的

另一端通过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与低压分流集水管(16)连通，一根上射流喷嘴(22)、一

根下射流喷嘴(23)分别由一套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和一套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控制

供水，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冷却水均来自低压分流集水管(16)。

[0014] 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间歇喷水方法指控温淬火过程中，

钢板(18)厚度≤30mm时，开启粗调冷却区一(1)、粗调冷却区三(3)、粗调冷却区五(5)，关闭

粗调冷却区二(2)、粗调冷却区四(4)、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9)，通过控制精调冷却区五至

八(10～13)的开闭，精调钢板(18)终冷温度满足工艺需求；钢板(18)厚度＞30mm且≤60mm

时，开启粗调冷却区一(1)、粗调冷却区三(3)、粗调冷却区五(5)、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

9)，关闭粗调冷却区二(2)、粗调冷却区四(4)，通过控制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的开

闭，精调钢板(18)终冷温度满足工艺需求；钢板(18)厚度＞60mm且≤100mm时，开启粗调冷

却区一(1)、粗调冷却区二(2)、粗调冷却区四(4)、粗调冷却区五(5)、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

～9)，关闭粗调冷却区三(3)，通过控制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的开闭，精调钢板(18)

终冷温度满足工艺需求。

[0015] 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关闭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某

一组或两组以上粗调冷却区或精调冷却区，使钢板(18)在此区间充分返温，均匀化截面温

度场分布、提高表面过冷度；关闭某一组或两组以上粗调冷却区或精调冷却区，使钢板(18)

表面累积的热交换后冷却水彻底排除，结合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设置的挡水辊道

(21)，实现钢板(18)控温淬火过程中表面换热有序控制和分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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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钢板加减速控制方法指钢板(18)以

两倍于控温淬火工艺的运行速度出炉，在钢板(18)头部通过辊式淬火机高压冷却区(25)、

到达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入口时，钢板(18)减速运行，直至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

(24)的精调冷却区一(6)后挡水辊道(21)处，通过控制减速度使此时钢板(18)达到控温淬

火工艺的运行速度，此后钢板(18)微加速通过剩余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直至完全

驶出，钢板(18)微加速加速度通过工艺模型计算出；从而，通过控制钢板(18)加减速，控制

钢板(18)头部、尾部冷却时间，减小钢板(18)控温淬火头尾冷却不均现象。

[0017] 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10～100mm厚钢板(18)以0 .1～

1.2m/s速度出热处理炉，当钢板(18)头部到达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自激脉

冲气刀(17)位置时，该自激脉冲气刀(17)开启，同时钢板(18)以-0.008～-0.15m2/s加速度

减速至钢板(18)出热处理炉运行速度的一半，再以0.0002～0.01m2/s加速度微加速，直至

钢板(18)尾部离开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

[0018] 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区域残水控制方法指利用辊式淬火

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压辊(19)、出口侧压辊(20)、自激脉冲气刀(17)，将钢板(18)控

温淬火过程中冷却水封闭在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内，防止冷却水返回辊式淬火机高

压冷却区(25)造成钢板(18)表面不均匀预冷、或者由出口侧流出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

(24)造成钢板(18)表面后续不均匀冷却。

[0019] 所述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钢板(18)依次通过开启的粗调冷却

区和精调冷却区，当钢板(18)尾部离开某一组粗调冷却区或精调冷却区时，该组上射流喷

嘴和下射流喷嘴关闭；当钢板(18)尾部完全进入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入口后，入口

侧自激脉冲气刀(17)关闭，当钢板(18)头部到达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出口侧时，出

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开启，当钢板(18)尾部离开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出口侧时，

出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关闭。

[0020]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提出一种利用改进后的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实现10～100mm钢板控温

淬火方法，通过合理喷嘴布置、间歇喷水、钢板加减速控制和区域残水控制，提高钢板控温

淬火过程的冷却效率和冷却均匀性，实现精确的钢板终冷温度控制，满足钢板控温淬火日

益苛刻的工艺要求。

[0022] 2、本发明喷嘴布置方法将粗调冷却区和精调冷却区相结合，同时提高钢板冷却效

率和终冷控温精度。

[0023] 3、本发明间歇喷水方法在重新均匀分布钢板温度场的同时快速清除热交换后的

冷却水，实现均匀有序换热。

[0024] 4、本发明钢板加减速控制方法通过控制钢板速度实现头部、尾部均匀冷却，提高

整板冷却均匀性。

[0025] 5、本发明区域残水控制方法利用气刀、压辊等方式实现钢板表面流量分区。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中的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工艺布置图。图中，1粗调

冷却区一；2粗调冷却区二；3粗调冷却区三；4粗调冷却区四；5粗调冷却区五；6精调冷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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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精调冷却区二；8精调冷却区三；9精调冷却区四；10精调冷却区五；11精调冷却区六；12

精调冷却区七；13精调冷却区八；14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5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6低压分流

集水管；17自激脉冲气刀；18钢板；19入口侧压辊；20出口侧压辊；21挡水辊道；22上射流喷

嘴；23下射流喷嘴；24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5辊式淬火机高压冷却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所示，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主要包括：喷嘴布置方法、间歇

喷水方法、钢板加减速控制方法和区域残水控制方法，具体如下：

[0028] 所述喷嘴布置方法指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由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和

精调冷却区一至八(6～13)组成，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与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9)交

叉布置，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布置在粗调冷却区五(5)之后；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

(24)的入口侧钢板(18)上方设置自激脉冲气刀(17)，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

钢板(18)上下表面设置入口侧压辊(19)；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出口侧钢板(18)上

方设置自激脉冲气刀(17)，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出口侧钢板(18)上下表面设置出

口侧压辊(20)。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钢板(18)上下表面均匀设置的挡水辊道

(21)，挡水辊道(21)分别布置于：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的两根上射流喷嘴(22)、两根下

射流喷嘴(23)之间，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与精调冷却区一至五(6～10)之间，精调冷却

区五至八(10～13)之间。

[0029] 其中，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由喷射到钢板(18)上表面的两根上射流喷嘴(22)

和喷射到钢板(18)下表面的两根下射流喷嘴(23)组成，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

的一端分别与钢板(18)相对应，上射流喷嘴(22)的另一端通过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与低

压分流集水管(16)连通，下射流喷嘴(23)的另一端通过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与低压分流

集水管(16)连通，两根上射流喷嘴(22)、两根下射流喷嘴(23)分别由一套上管路及控制阀

组(14)和一套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控制供水，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冷却水

均来自低压分流集水管(16)；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用于快速降低钢板(18)温度，精调

冷却区一至四(6～9)用于调节钢板(18)表面过冷度，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用于精调

钢板(18)终冷温度。

[0030] 其中，精调冷却区一至八(6～13)由喷射到钢板(18)上表面的一根上射流喷嘴

(22)和喷射到钢板(18)下表面的一根下射流喷嘴(23)组成，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

(23)的一端分别与钢板(18)相对应，上射流喷嘴(22)的另一端通过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

与低压分流集水管(16)连通，下射流喷嘴(23)的另一端通过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与低压

分流集水管(16)连通，一根上射流喷嘴(22)、一根下射流喷嘴(23)分别由一套上管路及控

制阀组(14)和一套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控制供水，上射流喷嘴(22)和下射流喷嘴(23)冷

却水均来自低压分流集水管(16)。

[0031] 其中，布置于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入口侧的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用于

迅速降低钢板(18)温度，直至比终冷温度为100℃左右；布置于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之

间的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9)用于调节钢板(18)表面过冷度，提高钢板(18)表面换热效

率；布置于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出口侧的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用于精细调节

钢板(18)冷却过程，提高钢板(18)终冷温度控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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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其中，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的上射流喷嘴(22)流量范围分别为100～250m3/

h，粗调冷却区一至五(1～5)的下射流喷嘴(23)流量范围分别为150～300m3/h；精调冷却区

一至八(6～13)的上射流喷嘴(22)流量范围分别为80～150m3/h，精调冷却区一至八(6～

13)的下射流喷嘴(23)流量范围分别为100～200m3/h，低压分流集水管中冷却水的水压范

围为0.1～0.5MPa。

[0033] 所述间歇喷水方法指控温淬火过程中，钢板(18)厚度≤30mm时，开启粗调冷却区

一(1)、粗调冷却区三(3)、粗调冷却区五(5)，关闭粗调冷却区二(2)、粗调冷却区四(4)、精

调冷却区一至四(6～9)，通过控制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的开闭，精调钢板(18)终冷

温度满足工艺需求；钢板(18)厚度＞30mm且≤60mm时，开启粗调冷却区一(1)、粗调冷却区

三(3)、粗调冷却区五(5)、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9)，关闭粗调冷却区二(2)、粗调冷却区四

(4)，通过控制精调冷却区五至八(10～13)的开闭，精调钢板(18)终冷温度满足工艺需求；

钢板(18)厚度＞60mm且≤100mm时，开启粗调冷却区一(1)、粗调冷却区二(2)、粗调冷却区

四(4)、粗调冷却区五(5)、精调冷却区一至四(6～9)，关闭粗调冷却区三(3)，通过控制精调

冷却区五至八(10～13)的开闭，精调钢板(18)终冷温度满足工艺需求；从而，利用间歇段实

现钢板(18)充分返温，均匀化钢板(18)截面温度场分布，同时提升换热效率和冷却均匀性，

通过控制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下管路及控制阀组(15)调节开启冷却区流量，以满足钢

板(18)终冷温度工艺需求；

[0034] 其中，关闭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某一组或两组以上粗调冷却区或精调冷却

区，使钢板(18)在此区间充分返温，均匀化截面温度场分布、提高表面过冷度，同时提升钢

板(18)冷却均匀性和冷却效率；此外，关闭某一组或两组以上粗调冷却区或精调冷却区，使

钢板(18)表面累积的热交换后冷却水彻底排除，结合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设置的挡

水辊道(21)，实现钢板(18)控温淬火过程中表面换热有序控制和分区控制。

[0035] 所述钢板加减速控制方法指钢板(18)以两倍于控温淬火工艺的运行速度出炉，在

钢板(18)头部通过辊式淬火机高压冷却区(25)、到达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入口时，

钢板(18)减速运行，直至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精调冷却区一(6)后挡水辊道(21)

处，通过控制减速度使此时钢板(18)达到控温淬火工艺的运行速度，此后钢板(18)微加速

通过剩余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直至完全驶出，钢板(18)微加速加速度通过工艺模

型计算出；从而，通过控制钢板(18)加减速，控制钢板(18)头部、尾部冷却时间，减小钢板

(18)控温淬火头尾冷却不均现象；

[0036] 其中，10～100mm厚钢板(18)以0.1～1.2m/s速度出热处理炉，当钢板(18)头部到

达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位置时，该自激脉冲气刀(17)开

启，同时钢板(18)以-0.008～-0.15m2/s加速度减速至钢板(18)出热处理炉运行速度的一

半，再以0.0002～0.01m2/s加速度微加速，直至钢板(18)尾部离开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

(24)。

[0037] 所述区域残水控制方法指利用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压辊(19)、出

口侧压辊(20)、自激脉冲气刀(17)，将钢板(18)控温淬火过程中冷却水封闭在辊式淬火机

低压冷却区(24)内，防止冷却水返回辊式淬火机高压冷却区(25)造成钢板(18)表面不均匀

预冷、或者由出口侧流出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造成钢板(18)表面后续不均匀冷却。

[0038] 下面结合附图1对钢板辊压式淬火机高压冷却装置和冷却方法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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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实施例1

[0040] 本实施例中，基于辊式淬火机的钢板控温淬火方法的具体实施方案，按钢板厚度

50mm实施，其他厚度规格钢板除间歇喷水方法与本实施例有差别外，其余技术方案一致。不

同钢板厚度采用的间歇喷水方法见发明内容中间歇喷水方法相关描述。

[0041] 如图1所示，钢板(18)出热处理炉前，通过控制上管路及控制阀组(14)和下管路及

控制阀组(15)，开启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粗调冷却区一(1)、粗调冷却区三(3)、粗

调冷却区五(5)、精调冷却区一至六(6～11)，关闭粗调冷却区二(2)、粗调冷却区四(4)、精

调冷却区七至八(12～13)，辊式淬火机高压冷却区(25)不投入使用，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

区(24)的辊缝调整为52mm。

[0042] 粗调冷却区一(1)、粗调冷却区三(3)、粗调冷却区五(5)的上射流喷嘴(22)总流量

分别为200m3/h、185m3/h、160m3/h，粗调冷却区一(1)、粗调冷却区三(3)、粗调冷却区五(5)

的下射流喷嘴(23)总流量分别为350m3/h、330m3/h、280m3/h，水压均为0.3MPa；精调冷却区

一至六(6～11)的上射流喷嘴(22)总流量分别为120m3/h、120m3/h、110m3/h、110m3/h、100m3/

h、100m3/h，精调冷却区一至六(6～11)的下射流喷嘴(23)的总流量分别为200m3/h、200m3/

h、176m3/h、176m3/h、155m3/h、155m3/h，水压均为0.3MPa。待各喷嘴流量偏差在±5m3/h以内

时，钢板(18)以0.6m/s速度出热处理炉，此时钢板(18)温度为910℃±5℃。当钢板(18)头部

到达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的入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位置时，该自激脉冲气刀(17)

开启，同时钢板(18)以-0.075m2/s加速度减速至0.3m/s，再以0.001m2/s加速度微加速，直至

钢板(18)尾部离开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

[0043] 在此过程中，钢板(18)依次通过开启的粗调冷却区和精调冷却区，当钢板(18)尾

部离开某一组粗调冷却区或精调冷却区时，该组上射流喷嘴和下射流喷嘴关闭。当钢板

(18)尾部完全进入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入口后，入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关闭，当

钢板(18)头部到达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出口侧时，出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开启，

当钢板(18)尾部离开辊式淬火机低压冷却区(24)出口侧时，出口侧自激脉冲气刀(17)关

闭。至此，钢板(18)控温淬火完毕，此时钢板(18)终冷温度为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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