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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

组，包括依次衔接的连铸机、粗轧机、中轧机组、

精轧机组、带钢冷却装置、飞剪和卷取机，粗轧机

与中轧机组之间以及中轧机组与精轧机组之间

均布置有缓冲机构，缓冲机构包括剪切机和推式

堆垛装置。采用“粗轧机+中轧机组+精轧机组”的

三段式布置方式，生产过程易于控制，减小精轧

机组负荷，有利于产品性能控制。双缓冲段可提

高连铸段与轧制段之间的柔性，增加事故处理的

缓冲时间，极大地提高整条机组的生产操作灵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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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衔接的连铸机、粗轧机、中轧机

组、精轧机组、带钢冷却装置、飞剪和卷取机，所述粗轧机与所述中轧机组之间以及所述中

轧机组与所述精轧机组之间均布置有缓冲机构，所述缓冲机构包括剪切机和推式堆垛装

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铸机与所述粗轧机

之间还布置有立辊轧机。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其特征在于：两所述推式堆垛装置处均

布置有保温罩。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其特征在于：前道所述推式堆垛装置与

所述中轧机组之间以及后道所述推式堆垛装置与所述精轧机组之间均布置加热装置和除

鳞装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其特征在于：前道所述除鳞装置为旋转

式除鳞机，后道所述除鳞装置为高压水除鳞机。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其特征在于：两所述加热装置均为感应

加热炉。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轧机组和所述精轧

机组均采用四辊轧机。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轧机组的机架数为

2～3台，所述精轧机组的机架数为4～6台。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粗轧机为单机架二辊

轧机。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卷取机为地下卷取

机，且有3台，两用一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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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钢铁冶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

背景技术

[0002] 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经过近30年的不断发展，经历了单坯轧制阶段和半无头轧制

阶段，目前已发展到无头轧制阶段。热轧带钢无头轧制是指在一个浇铸周期内连铸机源源

不断地浇铸出连铸坯，连铸坯直接经过加热、除鳞、轧制、层流冷却等主要工序后再进行分

卷卷取；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从连铸坯连铸到带钢分卷剪切之间是连续的，轧件不剪断，因

此称为无头轧制。

[0003] 目前国内外应用较多的热轧带钢无头轧制技术是普瑞特ESP技术，其机组布置主

要包括：连铸机→三机架粗轧机组→摆剪→推出与垛板装置/保温罩→转毂剪→感应加热

炉→高压水除鳞机→五机架精轧机组→层流冷却系统→高速飞剪→地下卷取机。与传统薄

板坯连铸连轧工艺相比，ESP工艺的优点为工艺流程短、设备布置紧凑、节能环保、生产成本

低；但是在实际生产中也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是ESP生产线刚性太强，尤其是连铸段与轧制

段之间的设备布置非常紧凑，连铸与轧钢两个工序需要高度密切配合，对生产组织管理要

求很高，生产灵活性较差，一旦机组出现故障，缓冲时间较短，事故处理困难。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涉及一种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至少可解决现有技术的部分

缺陷。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涉及一种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包括依次衔接的连铸机、粗

轧机、中轧机组、精轧机组、带钢冷却装置、飞剪和卷取机，所述粗轧机与所述中轧机组之间

以及所述中轧机组与所述精轧机组之间均布置有缓冲机构，所述缓冲机构包括剪切机和推

式堆垛装置。

[0006] 作为实施例之一，所述连铸机与所述粗轧机之间还布置有立辊轧机。

[0007] 作为实施例之一，两所述推式堆垛装置处均布置有保温罩。

[0008] 作为实施例之一，前道所述推式堆垛装置与所述中轧机组之间以及后道所述推式

堆垛装置与所述精轧机组之间均布置加热装置和除鳞装置。

[0009] 作为实施例之一，前道所述除鳞装置为旋转式除鳞机，后道所述除鳞装置为高压

水除鳞机。

[0010] 作为实施例之一，两所述加热装置均为感应加热炉。

[0011] 作为实施例之一，所述中轧机组和所述精轧机组均采用四辊轧机。

[0012] 作为实施例之一，所述中轧机组的机架数为2～3台，所述精轧机组的机架数为4～

6台。

[0013] 作为实施例之一，所述粗轧机为单机架二辊轧机。

[0014] 作为实施例之一，所述卷取机为地下卷取机，且有3台，两用一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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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至少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采用“粗轧机+中轧机组+精轧机组”的

三段式布置方式，适用于将70～120mm厚的中薄板坯轧制成薄规格成品带钢。在无头轧制生

产过程中，一方面利用连铸坯塑性好、变形抗力低的高温特性，采用粗轧机迅速对较厚的连

铸坯进行单道次大压下量轧制，可在满足咬入条件下获得尽量薄的板坯，然后在中轧机组

进一步进行较大压下量轧制，以获得尽量薄的中间坯，从而减小精轧机组负荷，有利于精轧

段对薄规格产品的厚度及板形控制；另一方面将轧制段分开，使板坯及中间坯有足够的再

结晶和各种第二相析出时间，有利于产品性能控制。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在粗轧机与中轧机组之间以及中轧机

组与精轧机组之间均布置剪切机和推式堆垛装置，从而在粗轧机与中轧机组之间以及中轧

机组与精轧机组之间分别形成缓冲段，当后工序发生事故时，剪切机将板坯或中间坯剪断，

使前后工序断开，再由推出与垛板装置将板坯或中间坯移出轧线，达到缓冲、协调生产的目

的。与单缓冲段相比，双缓冲段可进一步提高连铸段与轧制段之间的柔性，尤其是在精轧机

组发生故障时，增加事故处理的缓冲时间，从而极大地提高整条机组的生产操作灵活性。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提供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提供的无头轧制生产模式的工艺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提供的四分之一生产模式的工艺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提供的二分之一生产模式的工艺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提供的四分之三生产模式的工艺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提供的四分之三生产模式下后道剪切机之后的轧件的

剪切工艺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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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实施例一

[0027] 如图1，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包括依次衔接的连铸

机1、粗轧机3、中轧机组9、精轧机组10、带钢冷却装置11、飞剪12和卷取机13，所述粗轧机3

与所述中轧机组9之间以及所述中轧机组9与所述精轧机组10之间均布置有缓冲机构，所述

缓冲机构包括剪切机4和推式堆垛装置6。

[0028] 其中，在以下的实施例阐述中，为便于描述，根据轧件所处的位置不同(即厚度不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209334441 U

4



同)，将连铸机1与粗轧机3之间的轧件定义为连铸坯101，将粗轧机3与中轧机组9末机架之

间的轧件定义为板坯102，将中轧机组9末机架与精轧机组10末机架之间的轧件定义为中间

坯103，将精轧机组10末机架后的轧件定义为热轧带钢104。

[0029] 上述的连铸机1优选为是直弧形连铸机1，与立弯式连铸机相比，直弧形连铸机1的

冶金长度更长，其垂直段有利于钢液内夹杂物上浮，提高连铸坯101的内部清洁度，改善板

坯102内部质量，也能够显著地降低浇筑平台高度，减小连铸坯101的鼓肚变形，因此更适于

以较大的拉坯速度浇铸较厚的连铸坯101。

[0030] 上述的粗轧机3优选为是二辊轧机，与四辊轧机相比，二辊轧机工作辊直径更大，

有利于较厚连铸坯101的顺利咬入。

[0031] 上述的中轧机组9和精轧机组10均优选为是四辊轧机，与二辊轧机相比，四辊轧机

的辊径更小，而刚度更大，有利于减小轧制压力，降低轧制能耗，以及利于轧制薄规格带钢。

本实施例中，中轧机组9的机架数为2～3个，精轧机组10的机架数为4～6个，能够满足薄规

格带钢的轧制要求；作为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采用双机架中轧机组9+五机架精轧机组

10的组合，轧制效果较佳。

[0032] 上述的剪切机4可采用本领域常规的剪切机，上述的推式堆垛装置6可采用本领域

常规的推出与垛板装置，二者的具体结构此处不作赘述。

[0033] 上述的带钢冷却装置11用于对热轧带钢104进行热处理，根据工艺要求进行水冷

及空冷，以获得理想的成品带钢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其可采用带钢层流冷却装置，具体结

构此处从略。

[0034] 上述的飞剪12一般为高速飞剪12，用于对热轧带钢104进行分卷剪切，以获得所要

求的钢卷重量。上述的卷取机13优选为是地下卷取机13，对分卷后的热轧带钢104进行卷

取；本实施例中，包括有3台地下卷取机13，正常生产时只使用其中两台，对分卷后的带钢交

替卷取，另一台备用，当其中一台卷取机13发生故障时，切换到备用卷取机13进行卷取，以

确保连续生产。

[0035] 本实施例提供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采用“粗轧机3+中轧机组9+精轧机组10”

的三段式布置方式，适用于将70～120mm厚的中薄板坯轧制成薄规格成品带钢。在无头轧制

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利用连铸坯101塑性好、变形抗力低的高温特性，采用粗轧机3迅速对较

厚的连铸坯101进行单道次大压下量轧制，可在满足咬入条件下获得尽量薄的板坯102，然

后在中轧机组9进一步进行较大压下量轧制，以获得尽量薄的中间坯103，从而减小精轧机

组10负荷，有利于精轧段对薄规格产品的厚度及板形控制；另一方面将轧制段分开，使板坯

102及中间坯103有足够的再结晶和各种第二相析出时间，有利于产品性能控制。

[0036] 本实施例提供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在粗轧机3与中轧机组9之间以及中轧机

组9与精轧机组10之间均布置剪切机4和推式堆垛装置6，从而在粗轧机3与中轧机组9之间

以及中轧机组9与精轧机组10之间分别形成缓冲段，当后工序发生事故时，剪切机4将板坯

102或中间坯103剪断，使前后工序断开，再由推出与垛板装置将板坯102或中间坯103移出

轧线，达到缓冲、协调生产的目的。与单缓冲段相比，双缓冲段可进一步提高连铸段与轧制

段之间的柔性，尤其是在精轧机组10发生故障时，增加事故处理的缓冲时间，从而极大地提

高整条机组的生产操作灵活性。

[0037] 进一步优选地，如图1，所述连铸机1与所述粗轧机3之间还布置有立辊轧机2，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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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1)精确调节连铸坯101宽度；(2)将连铸机1结晶器在线调宽过程中产生的楔形坯

轧制成规整的正常坯，提高金属收得率；(3)改善铸坯边部组织，促进边部组织再结晶，提高

边部力学性能，减少粗轧过程中的边裂；(4)可作为导向装置，有利于铸坯喂入粗轧机3。可

见，布置立辊轧机2能有效地提高机组生产效率及带钢产品的性能。

[0038] 进一步优选地，如图1，两所述推式堆垛装置6处均布置有保温罩5，该保温罩5用于

在无头轧制时对连铸坯101进行保温，以减小温降，降低能耗。

[0039] 进一步优选地，如图1，前道所述推式堆垛装置6与所述中轧机组9之间以及后道所

述推式堆垛装置6与所述精轧机组10之间均布置加热装置7和除鳞装置8。由于采用了两段

缓冲段，板坯102经过前段缓冲段及中间坯103经过后段缓冲段后可能存在较大温降(约为

100℃)，通过设置上述加热装置7，可对轧件进行快速补热，以满足中轧或精轧温度要求。该

加热装置7优选为感应加热炉，与常规的辊底式加热炉相比，采用感应加热炉具有以下优

点：(1)加热效率更高，电热转换效率达65％～70％；(2)更短的加热时间即可使轧件达到预

设定温度，氧化烧损少，炉子长度短、占地小。前段除鳞装置81用于去除板坯102表面黏性的

一次氧化铁皮，防止中轧时氧化铁皮压入，该前段除鳞装置81优选为采用旋转式除鳞机，对

一次氧化铁皮的去除效果较好。后段除鳞装置82用于去除中间坯103表面的二次氧化铁皮，

防止精轧时氧化铁皮压入；该后段除鳞装置82优选为采用高压水除鳞机，对二次氧化铁皮

的去除效果较佳。

[0040] 易于理解地，本实施例中，“前”与“后”的方位描述中，“前”指的是靠近连铸机1的

一侧，沿轧件运行方向，前侧设备位于后侧设备的靠近连铸机1的一侧。

[0041] 实施例二

[0042] 本实施例主要对上述实施例一所提供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的生产方法进行

说明。

[0043] 如图2-图6，该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的生产方法包括：根据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生

产模式的选择及切换。具体包括：

[0044] (1)设备无故障时，进行无头轧制生产模式，连铸机1产出的连铸坯101依次经过所

述粗轧机3、所述中轧机组9和所述精轧机组10轧制后，进行冷却、飞剪12剪切和卷取。此生

产模式下，两剪切机4、两推式堆垛装置6均不投入生产，两保温罩5投入运行，整个机组进行

连续生产。

[0045] 具体地，如图2所示，首先由连铸机1浇铸出连铸坯101，连铸坯101连续经过立辊轧

机2进行边部轧制及经粗轧机3进行大压下量轧制后变为板坯102，板坯102经过前道保温罩

51保温，然后进入前道加热装置71快速补热，再经过前段除鳞装置81除去板坯102表面氧化

铁皮，接着进入中轧机组9进行轧制后变为中间坯103，同样中间坯103连续经过后道保温罩

52保温、进入后道加热装置72快速补热、再经过后段除鳞装置82除去中间坯103表面氧化铁

皮，接着进入精轧机组10进行轧制后得到热轧带钢104，然后热轧带钢104连续经过带钢冷

却装置11、高速飞剪12及地下卷取机13，依次进行热处理、分卷剪切及卷取。在整个生产过

程中，在高速飞剪12之前的连铸坯101、板坯102、中间坯103及热轧带钢104都是连续的，没

有间断，构成为无头轧制生产。

[0046] (2)粗轧机3发生故障时，进行四分之一生产模式，仅在连铸机1上进行连续生产。

采用前道剪切机41将轧件剪断，对于该前道剪切机41之前的轧件，经前道推式堆垛装置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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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线处理，对于该前道剪切机41之后的轧件，依次进行后续处理。此生产模式下，前道剪切

机41和前道推式堆垛装置61投入运行，前道保温罩51不投入运行，后道剪切机42和后道推

式堆垛装置62不投入运行，后道保温罩52投入运行。

[0047] 具体地，如图3所示，粗轧机3轧辊打开，立辊轧机2和粗轧机3均不投入生产，同时

立即采用前道剪切机41将板坯102剪断。在前道剪切机41之前，进行连铸、剪切及铸坯下线

操作，直至浇铸完毕或故障消除；在前道剪切机41之后，板坯102依次进行加热、除鳞、中轧、

保温、加热、除鳞、精轧、冷却、剪切及卷取，直到该部分板坯102全部完成生产。

[0048] (3)中轧机组9发生故障时，进行二分之一生产模式，仅在连铸机1与粗轧机3之间

形成连续生产。采用两道剪切机4分别将对应位置处的轧件剪断，对于前道剪切机41之前的

轧件，经所述粗轧机3轧制后，连续经过前道剪切机41进行定尺剪切，再通过前道推式堆垛

装置61下线处理；对于两道剪切机4之间的轧件，连续经过后道剪切机42进行定尺剪切后，

再通过后道推式堆垛装置62下线处理；对于后道剪切机42之后的轧件，依次进行后续处理。

此生产模式下，两剪切机4和两推式堆垛装置6均投入运行，两保温罩5均不投入运行，前道

加热装置71和前段除鳞装置81均不投入运行。

[0049] 具体地，如图4，中轧机组9轧辊打开，并立即采用前道剪切机41和后道剪切机42分

别将板坯102和中间坯103剪断。

[0050] 在前道剪切机41之前，进行连铸、剪切及铸坯下线操作，直至浇铸完毕或故障消

除；

[0051] 在两剪切机4之间，进行板坯102剪切及下线操作，直至该部分板坯102全部移出轧

线；

[0052] 在后道剪切机42之后，中间坯103依次进行加热、除鳞、精轧、冷却、剪切及卷取，直

至该部分中间坯103全部完成生产。

[0053] (4)精轧机组10发生故障时，进行四分之三生产模式，仅在连铸机1与中轧机组9之

间形成连续生产。采用后道剪切机42将轧件剪断，对于该后道剪切机42之前的轧件，依次经

所述粗轧机3、所述中轧机组9轧制后，连续经过后道剪切机42进行定尺剪切，再通过后道推

式堆垛装置62下线处理，对于该后道剪切机42之后的轧件，依次进行后续处理。此生产模式

下，后道剪切机42、后道推式堆垛装置62及前道保温罩51投入运行，前道剪切机41、前道推

式堆垛装置61、后道保温罩52、后道加热装置72及后段除鳞装置82均不投入运行。

[0054] 具体地，如图5，精轧机组10的轧辊打开，同时立即采用后道剪切机42将中间坯103

剪断；

[0055] 在后道剪切机42之前，进行连铸、立轧、粗轧、保温、加热、除鳞、中轧、剪切及中间

坯103下线操作，直至浇铸完毕或故障消除；

[0056] 在后道剪切机42之后，进行冷却、剪切及卷取操作。

[0057] 进一步优选地，如图6，由于存在部分轧件已经精轧而部分未经精轧，因此，在四分

之三生产模式下，对于后道剪切机42之后的轧件，存在相互衔接的中间坯103段和成品带钢

段，当其成品带钢段尾部(即该成品带钢段的远离卷取机13的一端，也即中间坯103段与成

品带钢段之间的过渡区域)与所述飞剪12入口之间的距离到达设定阈值d时，所述飞剪12将

相应位置处的轧件剪断，所述飞剪12之后的成品带钢进行卷取，所述飞剪12之前的轧件则

利用吊车吊走。优选地，该设定阈值d为1～4m，以控制在3m左右为佳，可保证卷取的成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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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质量。

[0058] 易于理解地，对于上述的四分之一生产模式、二分之一生产模式及四分之三生产

模式，当故障消除后，切换至无头轧制生产模式。

[0059] 进一步优化上述生产方法，所述无头轧制生产模式下，所述连铸机1拉坯速度为4

～7m/min，连铸坯101宽度为1300～1600mm，连铸坯101厚度为70～120mm，经所述粗轧机3轧

制后轧件厚度为30～50mm，经所述中轧机组9轧制后轧件厚度为10～20mm，经所述精轧机组

10轧制后成品带钢厚度为0.8～4mm。

[0060]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无头轧制生产模式下，控制粗轧入口温度为1150～1200℃，控

制中轧入口温度为1100～1150℃且中轧终轧温度为1030～1080℃，控制精轧入口温度为

1030～1080℃且精轧终轧温度为830～880℃，控制卷取温度为560～640℃。

[0061]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无头轧制生产模式下，控制所述粗轧机3压下率为45～60％，

单位宽度轧制压力为16～18KN/mm；控制所述中轧机组9总压下率为55％～80％，单位宽度

轧制压力为13～16KN/mm；控制所述精轧机组10总压下率为80％～95％，单位宽度轧制压力

为7～18KN/mm。

[0062] 在上述生产工艺参数控制下，可获得优良的成品热轧带钢104质量，可以替代对表

面质量要求不高的冷轧带钢，如集装箱板、汽车用酸洗板、容器板及镀锌板等，实现“以热代

冷”的目的。

[0063] 实施例三

[0064] 本实施例以生产成品厚度为0.8mm、宽度为1600mm的热轧碳钢为例，进一步对上述

实施例二中的无头轧制生产方法进行说明。

[0065] 无头轧制生产模式用于无故障的生产条件下，在整个机组进行连续生产，主要包

括以下步骤：连铸、立轧、粗轧、加热、除鳞、中轧、加热、除鳞、精轧、层流冷却、剪切及卷取。

其主要工艺参数为：

[0066] 连铸：连铸坯101厚度为80mm，连铸坯101宽度为1600mm，拉坯速度为6m/min。

[0067] 粗轧：粗轧机3压下率为50％，粗轧后板坯102厚度为40mm，单位宽度轧制压力为

17.6KN/mm，粗轧入口温度1170～1190℃。

[0068] 中轧：中轧机组9总压下率为75％，中轧后中间坯103厚度为10mm，单位宽度轧制压

力为14.5～15.5KN/mm，中轧入口温度为1120～1140℃，中轧终轧温度为1040～1060℃。

[0069] 精轧：精轧机组10总压下率为92％，精轧后热轧带钢104厚度为0.8mm，单位宽度轧

制压力为9～17.4KN/mm，精轧入口温度为1050～1070℃，精轧终轧温度为850～870℃。

[0070] 卷取：卷取温度为590～610℃。

[0071] 利用本实施例方法获得的0.8mm厚的成品碳钢带钢的纵向厚度偏差≤22μm，平直

度偏差≤20I，宽向凸度偏差C40≤16μm，可以代替对表面质量要求不高的冷轧带钢，如集装

箱板、汽车用酸洗板、容器板及镀锌板等，实现“以热代冷”。

[007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209334441 U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9

CN 209334441 U

9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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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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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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