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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干式破鳞拉矫机，包

括机架、前转向辊、第一弯曲单元、第二弯曲单

元、矫平单元、后转向辊、喷气装置、防护罩和换

辊小车，喷气装置包括第一喷射单元、第二喷射

单元、第三喷射单元和空气压缩机，其中第一喷

射单元位于第一弯曲单元区域，第二喷射单元位

于第二弯曲单元区域，第三喷射单元位于矫平单

元区域，本实用新型在带钢的拉矫工艺中增加多

个高压气体喷射单元，对拉矫过程中的每一环节

进行破鳞，能及时除去拉矫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皮

碎屑等，提高带钢的表面质量，满足终端用户的

环保、高效、低成本的破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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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干式破鳞拉矫机，用于带钢（1）表面的矫平和除鳞，其特征在于：所述干式破鳞

拉矫机包括机架（2）、置于机架上的前转向辊（3）、第一弯曲单元（4）、第二弯曲单元（5）、矫

平单元（6）、后转向辊（7）、喷气装置、防护罩和换辊小车，其中第一弯曲单元和第二弯曲单

元结构相同，带钢从机架左侧进入并依次通过前转向辊、第一弯曲单元、第二弯曲单元、矫

平单元和后转向辊从机架右侧导出，所述喷气装置包括第一喷射单元（81）、第二喷射单元

（82）、第三喷射单元（83）和空气压缩机，其中第一喷射单元位于第一弯曲单元区域，第二喷

射单元位于第二弯曲单元区域，第三喷射单元位于所述矫平单元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干式破鳞拉矫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弯曲单元（4）包

括上部矫直辊组（41）和下部矫直辊组（42），上部矫直辊组包括支梁（411）、上辊架（412）、上

压辊总成（413）和上辊架锁止器（414），其中支梁固置于机架上，上辊架悬挂于支梁上且沿

支梁移动，上压辊总成固置于上辊架上，下部矫直辊组包括导轨（421）、下辊架（422）、下压

辊总成（423）和下辊架锁止器（424），其中导轨固置于机架上，下辊架置于导轨上且沿导轨

移动，下压辊总成固置于下辊架上，所述矫平单元包括上部矫平辊组和下部矫平辊组，上部

矫平辊组包括滑道、矫平辊架、矫平辊总成和矫平辊架锁止器，其中滑道固置于机架上，矫

平辊架悬挂于滑轨上且沿滑轨移动，矫平辊总成固置于矫平辊架上，下部矫平辊组包括支

撑辊架、置于支撑辊架上的支撑辊总成和支撑辊架锁止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干式破鳞拉矫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喷射单元（81）包

括水平设置的上气管（811）、下气管（812）、置于气管上且与气管相通的若干喷头（813）和残

渣收集箱（814），所述残渣收集箱的宽度大于上述带钢的宽度，残渣收集箱底部设有排渣口

（815）和负压管道（816），其中第一喷射单元的上气管置于上部矫直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

的上方，下气管置于下部矫直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表面的下方，第二喷射单元的上气管

置于上部矫直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的上方，下气管置于下部矫直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

表面的下方，第三喷射单元的上气管置于上部矫平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的上方，下气管

置于下部矫平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的下方，上气管的喷头对准带钢的上表面，下气管的

喷头对准带钢的下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干式破鳞拉矫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沿气管长度方向

分布，其中位于正中央的喷头方向与带钢行进方向相逆且与带钢表面形成喷射角度，其余

喷头对称设置于上述中央喷头的两侧且与带钢行进方向相逆，位于中央喷头左侧的喷头喷

射方向朝向带钢的左侧边沿且与带钢表面形成喷射角度，位于中央喷头右侧的喷头喷射方

向朝向带钢的右侧边沿且与带钢表面形成喷射角度。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干式破鳞拉矫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压管道（816）上

连接有抽风机（817）和过滤器（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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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干式破鳞拉矫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到金属表面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高效、环保、低成本的

干式破鳞拉矫机。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材料在热轧或热处理过程中，其表面会形成一层由氧化皮组成的鳞皮，导致

处理过程中金属材料表面产生凹坑、麻点、氧化铁压入等多种产品缺陷，降低了金属材料表

面质量，同时，鳞皮还会对辊子表面造成磨损，降低辊子的使用寿命，为此，环保、高效、低成

本的破鳞工艺就显得非常重要，现有拉矫机在拉伸矫直过程中能对材料表面的氧化铁皮进

行破裂剥落，但由于破鳞后的破鳞效果不佳而仍会对金属材料表面或矫直辊表面造成影

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主要解决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高效、环保、低成本的干式

破鳞拉矫机。

[0004]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主要是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干式破鳞拉矫机，用于带钢表面的矫平和破鳞，所述干式破鳞

拉矫机包括机架、置于机架上的前转向辊、第一弯曲单元、第二弯曲单元、矫平单元、后转向

辊、喷气装置、防护罩和换辊小车，其中第一弯曲单元和第二弯曲单元结构相同，带钢从机

架左侧进入并依次通过前转向辊、第一弯曲单元、第二弯曲单元、矫平单元和后转向辊从机

架右侧导出，所述喷气装置包括第一喷射单元、第二喷射单元、第三喷射单元和空气压缩

机，其中第一喷射单元位于第一弯曲单元区域，第二喷射单元位于第二弯曲单元区域，第三

喷射单元位于所述矫平单元区域，在带钢的拉矫工艺中增加多个高压气体喷射单元，对拉

矫过程中的每一环节进行破鳞，能及时除去拉矫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皮碎屑等，提高带钢的

表面质量，满足终端用户的环保、高效、低成本的破鳞需求。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弯曲单元包括上部矫直辊组和下部矫直辊组，上部矫直辊组

包括支梁、上辊架、上压辊总成和上辊架锁止器，其中支梁固置于机架上，上辊架悬挂于支

梁上且沿支梁移动，上压辊总成固置于上辊架上，下部矫直辊组包括导轨、下辊架、下压辊

总成和下辊架锁止器，其中导轨固置于机架上，下辊架置于导轨上且沿导轨移动，下压辊总

成固置于下辊架上，所述矫平单元包括上部矫平辊组和下部矫平辊组，上部矫平辊组包括

滑道、矫平辊架、矫平辊总成和矫平辊架锁止器，其中滑道固置于机架上，矫平辊架悬挂于

滑轨上且沿滑轨移动，矫平辊总成固置于矫平辊架上，下部矫平辊组包括支撑辊架、置于支

撑辊架上的支撑辊总成和支撑辊架锁止器，弯曲单元和矫平单元的压辊能通过支梁或导轨

快速移动，提高换辊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效率。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喷射单元包括水平设置的上气管、下气管、置于气管上且与气管相

通的若干喷头和残渣收集箱，所述残渣收集箱的宽度大于上述带钢的宽度，残渣收集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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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设有排渣口和负压管道，其中第一喷射单元的上气管置于上部矫直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

钢的上方，下气管置于下部矫直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表面的下方，第二喷射单元的上气

管置于上部矫直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的上方，下气管置于下部矫直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

钢表面的下方，第三喷射单元的上气管置于上部矫平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的上方，下气

管置于下部矫平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的下方，上气管的喷头对准带钢的上表面，下气管

的喷头对准带钢的下表面，通过在每组弯曲单元和矫平单元均设置高压气体喷射单元进行

破鳞，使带钢在拉弯矫直过程能及时快速地剥离已破裂的氧化皮，防止氧化皮碎屑重新进

入矫直辊组而产生带钢表面氧化铁压入或辊子表面划伤磨损等多种影响，降低产品质量。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喷头沿气管长度方向分布，其中位于正中央的喷头方向与带钢行

进方向相逆且与带钢表面形成喷射角度，其余喷头对称设置于上述中央喷头的两侧且与带

钢行进方向相逆，位于中央喷头左侧的喷头喷射方向朝向带钢的左侧边沿且与带钢表面形

成喷射角度，位于中央喷头右侧的喷头喷射方向朝向带钢的右侧边沿且与带钢表面形成喷

射角度，均布的喷头对带钢表面全方位进行高压气体喷射破鳞，逆向喷射能使弯曲变形的

带钢表面已破裂的氧化皮快速剥落并被气体混合向带钢两侧流动，最后进入下方的负压残

渣收集箱内，经排渣口排出，提高了拉矫破鳞的效果。

[0009] 作为优选，所述负压管道上连接有抽风机和过滤器，负压能防止废气的溢出，保证

工作环境的清洁，过滤器能提高废气的回收效率。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在带钢的拉矫工艺中增加多个高压气体喷射单元，对

拉矫过程中的每一环节进行高压气体破鳞，能及时除去拉矫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皮碎屑等，

提高带钢的表面质量，延长拉矫设备的使用寿命，满足终端用户的环保、高效、低成本的破

鳞需求。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图1中的上部矫直辊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图1中的下部矫直辊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是图1中的喷射单元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  1 .带钢，2.机架，3.前转向辊，4.第一弯曲单元，41.上部矫直辊组，411 .支

梁，412.上辊架，413.上压辊总成，414.上辊架锁止器，42.下部矫直辊组，421.导轨，422.下

辊架，423.下压辊总成，424.下辊架锁止器，5.第二弯曲单元，6.矫平单元，7.后转向辊，81.

第一喷射单元，811.上气管，812.下气管，813.喷头，814.残渣收集箱，815.排渣口，816.负

压管道，817.抽风机，818.过滤器，82.第二喷射单元，83.第三喷射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17] 实施例：本实施例的一种干式破鳞拉矫机，用于带钢1表面的矫平和破鳞，如图1所

示，干式破鳞拉矫机包括机架2、置于机架上的前转向辊3、第一弯曲单元4、第二弯曲单元5、

矫平单元6、后转向辊7、喷气装置、防护罩（未标出）和换辊小车（未标出），前转向辊位于机

架左侧，后转向辊位于机架的右侧，防护罩封闭机架并在左侧设有带钢进口端，在右侧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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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钢出口端，其中第一弯曲单元和第二弯曲单元结构相同，第一弯曲单元包括上部矫直辊

组41和下部矫直辊组42，如图2所示，上部矫直辊组包括支梁411、上辊架412、上压辊总成

413和上辊架锁止器414，其中支梁固置于机架上，上辊架悬挂于支梁上且沿支梁移动，上压

辊总成固置于上辊架上，如图3所示，下部矫直辊组包括导轨421、下辊架422、下压辊总成

423和下辊架锁止器424，其中导轨固置于机架上，下辊架置于导轨上且沿导轨移动，下压辊

总成固置于下辊架上，矫平单元包括上部矫平辊组和下部矫平辊组，上部矫平辊组包括滑

道、矫平辊架、矫平辊总成和矫平辊架锁止器，其中滑道固置于机架上，矫平辊架悬挂于滑

轨上且沿滑轨移动，矫平辊总成固置于矫平辊架上，下部矫平辊组包括支撑辊架、置于支撑

辊架上的支撑辊总成和支撑辊架锁止器，带钢通过前转向辊从机架左侧进口端进入并依次

通过第一弯曲单元、第二弯曲单元、矫平单元机架右侧出口端出来，再通过后转向辊导出；

如图4所示，喷气装置包括第一喷射单元81、第二喷射单元82、第三喷射单元83和空气压缩

机，空气压缩机持续提供高压气体，其中第一喷射单元位于第一弯曲单元区域，第二喷射单

元位于第二弯曲单元区域，第三喷射单元位于所述矫平单元区域，喷气单元包括水平设置

的上气管811、下气管812、置于气管上且与气管相通的若干喷头813和残渣收集箱814，残渣

收集箱的宽度大于上述带钢的宽度，残渣收集箱底部连接有排渣口815和负压管道816，负

压管道外接有抽风机817和过滤器818，其中第一喷射单元的上气管置于上部矫直辊组的后

方且位于带钢的上方，下气管置于下部矫直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表面的下方，第二喷射

单元的上气管置于上部矫直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的上方，下气管置于下部矫直辊组的后

方且位于带钢表面的下方，第三喷射单元的上气管置于上部矫平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的

上方，下气管置于下部矫平辊组的后方且位于带钢的下方，上气管的喷头对准带钢的上表

面，下气管的喷头对准带钢的下表面，喷头沿气管长度方向分布，其中位于正中央的喷头方

向与带钢行进方向相逆且与带钢表面形成45°的喷射角度，其余喷头对称设置于上述中央

喷头的两侧且与带钢行进方向相逆，位于中央喷头左侧的喷头喷射方向朝向带钢的左侧边

沿且与带钢表面形成45°的喷射角度，位于中央喷头右侧的喷头喷射方向朝向带钢的右侧

边沿且与带钢表面形成45°的喷射角度。

[0018] 使用时，带钢通过前导向辊从干式破鳞拉矫机的左侧进口端进入，并依次通过第

一弯曲单元、第二弯曲单元和矫平单元后从右侧出口端导出，再经后导向辊转至下一工序，

其中第一弯曲单元和第二弯曲单元的上下压辊总成分别对带钢施加张应力，带钢受力后会

产生一定的弹塑性变形，带钢表面的氧化铁皮破裂脱落，此时，第一喷射单元和第二喷射单

元的上下喷头组逆向分别喷射出高压气体，对带钢表面进行吹扫，带钢表面残余的氧化铁

皮脱落并与高压气体混合后向带钢两侧流动，并进入负压状的残渣收集箱内，最后残渣从

收集箱内的排渣口排出，废气则通过过滤器清洁后排出，而矫平单元的矫平辊和支撑辊则

对带钢继续施加矫平，此时，带钢表面残余的氧化铁皮继续破裂剥落，第三喷射单元的上下

喷头组逆向喷射出高压气体，对带钢表面进行第三次吹扫，最后，清洁后的带钢通过出口端

和后转向辊导出，机架表面的防护罩则保证了喷射的高压气体和氧化铁皮碎屑不会飞扬出

来，残渣通过残渣收集箱收集后进行集中处理，处理过程高效、环保又成本低廉。

[0019]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技术术语 “上”、“下”  、“前”、“后”、“左”、“右”、 “纵”、

“横”、“内”、“外”等表示方向或位置关系是基于附图所示的方向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

描述和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以上说明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了限制，本实用新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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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限于上述说明的举例，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

的变化、改型、增添或替换，都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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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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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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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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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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