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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热轧带肋钢筋生产工艺

的优化方法，从钢坯材质以及制备工艺两个方面

对传统轧制方法进行了改进，通过调整钢坯成

分，合理分配粗轧负荷压下量，使得在相同的工

艺条件下能更有效地利用设备能力，降低轧制能

耗，生产出的钢筋提升了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

且钢筋质地均匀，断面形状精确，各项指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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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轧带肋钢筋生产工艺的优化方法，依次包括如下步骤：钢坯加热、粗轧、切头

切尾、中轧、精轧、热处理、除锈、调直、飞剪分段、定尺、打捆、检验、入库，其特征在于：所述

钢坯材质按重量百分比化学成分为：C：0.21～0 .25％，Si：0 .25-0 .36％，Mn：1 .33％～

1.43％，Nb：0.025％～0.04％，V：0.04％-0.06％，P≤0.05％、S≤0.05％，余量为Fe和不可

避免的杂质；所述粗轧时进行压下负荷分配控制，具体控制方法包括：

1)由方坯尺寸和粗轧目标尺寸，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初始化奇数组机架的压下率εodd和

偶数组机架压下率εeven；则有：ε1＝ε3＝ε5＝…＝εodd，ε2＝ε4＝ε6＝…＝εeven；在分配初始压

下率时，并按照下式计算宽展；

式中：Δb为宽展；Δh为压下量；H为入口厚度；R为轧辊半径；奇数组机架出口高度hi及

出口宽度bi分别为：

hi＝hi-1(1-εodd)

偶数组机架出口高度hj及宽度bj分别为：

bj＝bj-1(1-εeven)

2)以钢筋成品尺寸为目标尺寸确定初始轧制速度，然后由各机架的出口尺寸根据秒流

量相等原则初始化各机架的轧制速度；

3)求解各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fi(hi-1，h1)、fj(bi-1，b1)；

4)分别寻找奇数组机架综合负荷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fk1、fk2及偶数组机架综合负荷

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fk3、fk4；

5)对于奇数组机架，采用二分法调整k1和k2这两个机架的压下率，减小k1压下率，增大

k2压下率，使得两个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值相等；由于综合负荷函数对压下率是单调的，定

义函数C＝fk1(hk1-1，hk1)-fk2(hk2-1，hk2)，C是单调函数，当C＝0时，表明两机架的综合负荷函

数相等；对于偶数组机架，与奇数组机架的调整方式相同；

6)在fk1＝fk2且fk3＝fk4后，返回步骤(4)寻找下一对综合负荷函数差值最大的机架进行

调整，直至所有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值之差小于给定误差；

7)判断所有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值是否低于下限，若低于下限，则将轧制速度整体降

低1％，然后返回步骤(3)；若未低于下限，则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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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轧带肋钢筋生产工艺的优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线材轧制工艺控制方法，特别涉及一种热轧带肋钢筋轧制工艺，属于

钢筋轧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钢筋是重要的建筑用材料，其应用非常广泛，用量也很大。随着建筑行业的迅猛发

展，对带肋钢筋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普通的热轧带肋钢筋的生产工艺已很成熟，主要包括

开卷、放线、除鳞、热轧成型、热处理、收线等工序，各个机架道次负荷分配容易不协调，使线

材张力产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影响生产过程的稳定性，严重时导致成品线材出现质量缺陷

影响生产率。现有技术中各个控制子系统采用独立运行的形式己经满足不了高精度的控制

要求。即基于传统控制理论的压下量控制效果已近极限，机组成材率低，成本高，如何合理

分配机架负荷从而控制成品钢筋的尺寸稳定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热轧带肋钢筋生产工艺的优化方法，通过优化钢

坯材质以及轧制工艺方法两个方面对传统工艺进行了改进，材质改进提升了屈服强度和抗

拉强度，控制方法的优化使得生产出的钢筋质地均匀，断面形状精确。

[0004] 碳是钢中最重要的成分，随碳含量增加钢中珠光体量随之增加，使冲击吸收功下

降，可见碳是影响冲击吸收功的有害元素。锰可以降低奥氏体向铁素体转变的温度，从而可

使晶粒细化。铁素体-珠光体钢的冲击吸收功，可因添加锰而得到改善。硅在提高材料屈服

点的同时，脆性转化温度也提高。镍含量的增加会使碳钢的缺口韧性改善。磷、硫是钢中不

可避免的元素，对断裂韧性是有害的。磷有强烈的固溶强化作用，使钢的强度、硬度增加，但

塑性、韧性显著降低。磷在结晶过程中，由于产生晶内偏析，使局部区域含磷量偏高，导致脆

性转化温度升高发生冷脆。

[0005] 为提高钢筋强度，钢坯中增加一定量的VN合金，钒能与氮形成VN，能提高钢的强度

并阻止奥氏体再结晶，轻度细化晶粒。另外钢中Mn含量也相应地提高。由于锰含量偏高，冶

炼过程很容量造成钢中Mn偏析，Mn有提高过冷奥氏体稳定性的作用，使过冷奥氏体等温转

变过程中的珠光体转变部分显著右移，钢坯心部Mn偏析使钢经奥氏体化后在空冷条件即可

产生贝氏体组织。而钢筋的正常组织为铁素体+珠光体，由于Mn偏析造成心部出现粒状贝氏

体异常组织，破坏了组织的均匀性，从而降低了钢筋的韧性，增加了脆性断裂的风险。为此，

通过添加Nb元素，使微合金化钢有明显的屈服平台，其必要条件是Mn重量百分比小于

1.6％，通过控冷使贝氏体量小于10％。

[0006] 粗轧是整个轧钢工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保证整个生产过程稳定、连续性好

且产品精度高十分关键的因素，更加科学的负荷分配对于提高产品的精度、生产性能以及

消除问题率更为关键。本发明的优化方法能够消除交变应力导致的质量问题，且进一步的

提高钢筋的强韧性，整个组织内部分布均匀，减小质量问题的产生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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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热轧带肋钢筋生产工艺的优化方法，依次包括如下步

骤：钢坯加热、粗轧、切头切尾、中轧、精轧、热处理、除锈、调直、飞剪分段、定尺、打捆、检验、

入库。所述钢坯材质按重量百分比化学成分为：C：0.21～0.25％，Si：0.25-0 .36％，Mn：

1.33％～1.43％，Nb：0.025％5～0.04％，V：0.04％-0.06％，P≤0.05％、S≤0.05％，余量为

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粗轧时进行压下负荷分配控制，具体控制方法包括：

[0008] 1)由方坯尺寸和粗轧目标尺寸，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初始化奇数组机架的压下率

εodd和偶数组机架压下率εeven；则有：ε1＝ε3＝ε5＝…＝εodd，ε2＝ε4＝ε6＝…＝εeven；在分配初

始压下率时，并按照下式计算宽展；

[0009]

[0010] 式中：Δb为宽展；Δh为压下量；H为入口厚度；R为轧辊半径；hj-1为第1道次轧件入

口厚度；hi为第i道次轧件出口厚度；εi为第i道次压下率。

[0011] 奇数组机架出口高度hi及出口宽度bi分别为：

[0012] hi＝hi-1(1-εodd)

[0013]

[0014] 偶数组机架出口高度hj及宽度bj分别为：

[0015]

[0016] bj＝bj-1(1-εeven)

[0017] 2)以钢筋成品尺寸为目标尺寸确定初始轧制速度，然后由各机架的出口尺寸根据

秒流量相等原则初始化各机架的轧制速度；

[0018] 3)求解各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fi(hi-1，h1)、fj(bi-1，b1)；

[0019] 4)分别寻找奇数组机架综合负荷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fk1、fk2及偶数组机架综

合负荷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fk3、fk4；

[0020] 5)对于奇数组机架，采用二分法调整k1和k2这两个机架的压下率，减小k1压下率，

增大k2压下率，使得两个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值相等；由于综合负荷函数对压下率是单调

的，定义函数C＝fk1(hk1-1，hk1)-fk2(hk2-1，hk2)，C是单调函数，当C＝0时，表明两机架的综合

负荷函数相等；对于偶数组机架，与奇数组机架的调整方式相同；

[0021] 6)在fk1＝fk2且fk3＝fk4后，返回步骤(4)寻找下一对综合负荷函数差值最大的机架

进行调整，直至所有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值之差小于给定误差；但最终奇数组机架与偶数

组机架综合负荷函数值不一定在同一水平，这是由方坯尺寸和粗轧目标尺寸所决定的；

[0022] 7)判断所有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值是否低于下限，若低于下限，则将轧制速度整

体降低1％，然后返回步骤(3)；若未低于下限，则输出结果。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从材质以及制备工艺对传统热轧钢筋进行了改进，提升产品质量，生产出的钢

筋性能更加优异，力学性能等均能够达到并超过国家标准，且产品质量更加地稳定。

[0025] (2)根据粗轧机组无孔型轧制的特点，设计了与钢筋材质相适应的工艺方法，为粗

轧机组负荷优化分配提供了指导。生产出的钢筋提升了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且钢筋质地

均匀，断面形状精确，各项指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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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钢筋粗轧机组负荷分配计算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28] 实施例：

[0029] 以新上线的500MPAφ18mm带肋钢筋为例，对本发明一种热轧带肋钢筋生产工艺的

优化方法进行说明，方坯尺寸190×100mm：粗轧目标尺寸30×60mm：粗轧采用10机架，精轧

采用6机架，依次包括如下步骤：钢坯加热、粗轧、中轧、精轧、热处理、除锈、调直、飞剪分段、

定尺、打捆、检验、入库。所述钢坯材质按重量百分比化学成分为：C：0.21～0 .25％，Si：

0.25-0.36％，Mn：1.33％～1.43％，Nb：0.025％5～0.04％，V：0.04％-0.06％，P≤0.05％、S

≤0.05％，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粗轧时进行压下负荷分配控制，具体控制方法

包括：

[0030] 步骤1)方坯尺寸190×100mm：粗轧目标尺寸30×60mm，轧辊半径550mm，按照平均

分配原则初始化奇数组机架的压下率εodd和偶数组机架压下率εeven；则有：ε1＝ε3＝ε5＝…

＝εodd，ε2＝ε4＝ε6＝…＝εeven；在分配初始压下率时，并按照下式计算宽展；

[0031]

[0032] 式中：Δb为宽展；Δh为压下量；H为入口厚度；R为轧辊半径；奇数组机架出口高度

hi及出口宽度bi分别为：

[0033] hi＝hi-1(1-εodd)

[0034]

[0035] 偶数组机架出口高度hj及宽度bj分别为：

[0036]

[0037] bj＝bj-1(1-εeven)

[0038] 步骤2)以钢筋成品尺寸φ18mm为目标尺寸确定初始轧制速度为0.281m/s，然后由

各机架的出口尺寸根据秒流量相等原则初始化各粗轧机架的轧制速度，分别为0.337、

0.469、0.657m/s、0.977m/s、1.315m/s、1.967m/s、2.350m/s、3.052m/s、3.867m/s；

[0039] 步骤3)求解各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fi(hi-1，h1)、fj(bi-1，b1)；

[0040] 步骤4)分别寻找奇数组机架综合负荷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fk1、fk2及偶数组机

架综合负荷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fk3、fk4；

[0041] 步骤5)对于奇数组机架，采用二分法调整k1和k2前两个机架的压下率，减小k1压

下率，增大k2压下率，使得两个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值相等；由于综合负荷函数对压下率是

单调的，定义函数C＝fk1(hk1-1，hk1)-fk2(hk2-1，hk2)，C是单调函数，当C＝0时，表明两机架的

综合负荷函数相等；对于偶数组机架，与奇数组机架的调整方式相同；

[0042] 步骤6)在fk1＝fk2且fk3＝fk4后，返回步骤(4)寻找下一对综合负荷函数差值最大的

机架进行调整，直至所有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值之差小于给定误差；但最终奇数组机架与

偶数组机架综合负荷函数值不一定在同一水平，这是由方坯尺寸和粗轧目标尺寸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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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043] 步骤7)判断所有粗轧机架的综合负荷函数值是否低于下限，若低于下限，则将轧

制速度整体降低1％，然后返回步骤(3)；继续调整最终至综合负荷函数值未低于下限，输出

结果即最终确定的粗轧各机架综合复合函数值。

[0044] 通过现场轧制实验，负荷率较高的机架都集中在粗轧机组，负荷率均在90％上，已

接近电机能力上限。经过在热轧厂现场实践使用，粗轧压下负荷设定计算稳定、准确，全长

直径波动稳定控制在0.15mm以内，钢筋综合机械性能和尺寸稳定性迅速提高，综合机械性

能满足要求，成材率提高到了97％，提高了产量质量和产品档次，增强了该厂钢筋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0045]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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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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