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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流程四辊与二十辊轧机联合生产钛/钛合

金带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短流程四辊与二十辊轧机

联合生产钛/钛合金带的方法，将厚度为3 .0~
3.2mm的钛/钛合金卷进行完全退火、抛丸、酸洗、

穿卷，再进行四辊轧制至0.65~0.75mm间，经二十

辊轧机轧制2~4道次，即实现0.1~0.5mm钛/钛合

金带的轧制，然后脱脂、退火，即获得超细晶极薄

钛/钛合金带。利用四辊的大轧制力使钛/钛合金

带内的晶粒充分破碎，同时利用二十辊轧机轧制

精度高，轧制板型好，轧制表面质量高的特点来

实现最终产品的目标厚度、板型及所需的表面质

量，采用此方法可使晶粒等级提升两个等级以

上，避免了不同轧程间的脱脂、去应力退火、酸洗

等工序，使得生产流程大为缩短，大幅提高生产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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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短流程四辊与二十辊轧机联合生产钛/钛合金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经过下列

各步骤：

（1）将热轧机生产厚度为3.0~3.2mm的钛/钛合金卷进行完全退火，退火温度为800~850

℃，退火时间120~220min；

（2）将退火完成后的钛/钛合金带，进行抛丸，抛丸完成后进行酸洗，酸洗完成后进行穿

卷；

（3）将四辊轧机的工作辊辊面的粗糙度控制在60~65目，四辊轧机的冷却液采用大油量

冷却，在轧制第一道次采用低压下量及低轧制速度进行热辊，热辊完成后采用4~5道次将

钛/钛合金带轧制至0.6~0.65mm间，变形率控制在75~80%；

所述低压下量为变形量不超过基体材料的15%，低轧制速度为轧制速度不超过10m/

min；

（4）将轧好的卷带送至二十辊轧机，轧机的工作辊辊面粗糙度控制在25~35目，轧制3~5

道次，即实现0.1~0.5mm钛/钛合金带的轧制，最后一道次的轧制速度控制在50~60m/min；

（5）将经二十辊轧机轧制的钛/钛合金带进行脱脂，脱脂过程中采用尼龙刷进行抛光，

以去除表面的油污及表层污物，尼龙刷的线速度为钛/钛合金带走带速度的1.2~1.5倍；

（6）脱脂完成后，将钛/钛合金带送至连续退火线进行退火，退火温度设置在650~780

℃，钛/钛合金带走带的速度V=4~10m/min，保持退火炉中间的真空度≦5×10-2Pa，退火完成

后，即获得超细晶极薄钛/钛合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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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流程四辊与二十辊轧机联合生产钛/钛合金带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短流程四辊与二十辊轧机联合生产超细晶极薄钛/钛合金带的方

法，属于材料加工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钛/钛合金带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及生物医疗等高端领域，带卷更能体

现某个国家的深加工能力及水平。目前市场对钛/钛合金需求量最大的为薄钛带卷行业，而

传统的薄钛/钛合金带的生产方法基本采用同一型号的轧机进行多轧程多道次反复轧制的

模式，在轧制的过程中还有若干个脱脂、退火、抛丸、酸洗等工序，由于多次的退火，使破碎

的晶粒重新结晶成核，同时由于后续加工的破碎能力不足，在多次反复退火过程中，晶粒过

分的粗大，使钛/钛合金带材的性能大幅度下降，达不到使用指标要求。同时，采用同一轧轧

机型还很容易导致当前轧制机型的不足在往复的轧制过程中出现“叠加效应”，使轧制过程

中的不足加剧，使最终成品的技术质量指标大幅下滑。

[0003] 为了提高钛/钛合金带的质量及生产效率，缩短其生产流程，特别缩短了冷轧过程

中的反复的脱脂、退火、抛丸、酸洗等工序，并实现由热连轧工艺与冷轧工艺衔接，实现在冷

轧能以较少的道次轧制出晶粒更细、更薄规格的钛/钛合金带。根据钛/钛合金的加工硬化

曲线及前期试验结果，为了保证轧制带的质量、尺寸及减少轧制道次，必须增大轧机的轧制

力及减少轧机轧辊的弹性变形，才有可能实现。

[0004] 通过对现有技术文献的检索，关于一种短流程四辊与二十辊轧机联合生产超细晶

极薄钛/钛合金带工艺，尚未发现相关报导。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出现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短流程四辊与二十辊轧机联合生产超细晶

极薄钛/钛合金带的方法，采用该方法生产的钛/钛合金带的质量好、速度快，晶粒细小、工

序流程短、操作方便、有效地解决传统方法生产钛/钛合金带出现的问题及不足。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短流程四辊与二十辊轧机联

合生产钛/钛合金带的方法，经过下列各步骤：

[0007] （1）将热轧机生产厚度为3.0~3.2mm的钛/钛合金卷进行完全退火，退火温度为800

~850℃，退火时间120~220min；

[0008] （2）将退火完成后的钛/钛合金带，进行抛丸，抛丸完成后进行酸洗，酸洗完成后进

行穿卷；

[0009] （3）将四辊轧机的工作辊辊面的粗糙度控制在60~65目，四辊轧机的冷却液采用大

油量冷却，在轧制第一道次采用低压下量及低轧制速度进行热辊，热辊完成后采用4~5道次

将钛/钛合金带轧制至0.60~0.65mm间，变形率控制在75~80%；

[0010] （4）将轧好的卷带送至二十辊轧机，轧机的工作辊辊面精糙度控制在25~35目，轧

制3~5道次，即实现0.1~0.5mm钛/钛合金带的轧制，最后一道次的轧制速度控制在50~60m/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7695101 B

3



min；

[0011] （5）将经二十辊轧机轧制的钛/钛合金带进行脱脂，脱脂过程中采用尼龙刷进行抛

光，以去除表面的油污及表层污物，尼龙刷的线速度为钛/钛合金带走带速度的1.2~1.5倍；

[0012] （6）脱脂完成后，将钛/钛合金带送至连续退火线进行退火，退火温度设置在650~
780℃，钛/钛合金走带的速度V=4~10m/min，保持退火炉中间的真空度≦5×10-2Pa，退火完

成后，即获得超细晶极薄钛/钛合金带。

[0013] 所述步骤（3）的低压下量为变形量不超过基体材料的15%，低轧制速度为轧制速度

不超过10m/min。

[0014] 本发明利用四辊的大轧制力使钛/钛合金带内的晶粒充分破碎，同时利用二十辊

轧机轧制精度高，轧制板型好，轧制表面质量高的特点来实现最终产品的目标厚度、板型及

所需的表面质量，采用此方法可使晶粒等级提升两个等级以上，避免了不同轧程间的脱脂、

去应力退火、酸洗等工序，使得生产流程大为缩短，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6] 1、钛/钛合金带质量好，操作简单；

[0017] 2、钛/钛合金带的生产流程短；

[0018] 3、生产成本低，能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0019]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短流程四辊与二十辊轧机联合生产超细晶极薄钛/钛合金带

工艺，其操作方便、能在提高卷表面质量的同时，也使产工序流程大为缩短，提高成材率，降

低生产成本，使产品获得良好的市场竞争能力。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1] 实施例1

[0022] 生产厚度为0.3mm的超细晶极薄钛（TA1）带，通过以下步骤制备：

[0023] （1）将热轧机生产厚度为3.15mm、宽800mm的钛/钛合金卷进行完全退火，退火温度

为800℃，退火时间220min；

[0024] （2）将退火完成后的钛/钛合金带，进行抛丸，抛丸完成后进行酸洗，酸洗完成后进

行穿卷；

[0025] （3）将四辊轧机的工作辊辊面的粗糙度控制在60~65目，四辊轧机的冷却液采用大

油量冷却，在轧制第一道次采用低压下量及低轧制速度进行热辊，低压下量为变形量是基

体材料的11%，低轧制速度为轧制速度不超过10m/min，热辊完成后采用4道次将钛/钛合金

带轧制至0.65mm间，变形率控制在79.7%；

[0026] （4）将轧好的卷带送至二十辊轧机，轧机的工作辊辊面精糙度控制在25~35目，轧

制3道次，即实现0.3mm钛/钛合金带的轧制，最后一道次的轧制速度控制在50m/min；

[0027] （5）将经二十辊轧机轧制的钛/钛合金带进行脱脂，脱脂过程中采用尼龙刷进行抛

光，以去除表面的油污及表层污物，尼龙刷的线速度为钛/钛合金带走带速度的1.2~1.5倍；

即脱脂时的走带速度为4m/min，尼龙刷的线速度为6m/min；

[0028] （6）脱脂完成后，将钛/钛合金带送至连续退火线进行退火，退火温度设置在700

℃，钛/钛合金走带的速度V=6m/min，保持退火炉中间的真空度为3×10-2Pa，退火完成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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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晶粒等级超过12级的超细晶极薄钛/钛合金带。

[0029] 表1  8道次轧制的轧制条件

[0030]

[0031] 实施例2

[0032] 生产厚度为0.2mm的超细晶极薄钛合金带（TA10），通过以下步骤制备：

[0033] （1）将热轧机生产厚度为3.0mm、宽400mm的TA10钛合金卷进行完全退火，退火温度

为850℃，退火时间180min；

[0034] （2）将退火完成后的TA10钛合金带，进行抛丸，抛丸完成后进行酸洗，酸洗完成后

进行穿卷；

[0035] （3）将四辊轧机的工作辊辊面的粗糙度控制在65目，四辊轧机的冷却液采用大油

量冷却，在轧制第一道次采用低压下量及低轧制速度进行热辊，低压下量为变形量是基体

材料的12%，低轧制速度为轧制速度不超过10m/min，热辊完成后采用5道次将钛/钛合金带

轧制至0.65mm间，变形率控制在80%；

[0036] （4）将轧好的卷带送至二十辊轧机，轧机的工作辊辊面精糙度控制在25~35目，轧

制5道次，即实现0.2mm钛/钛合金带的轧制，最后一道次的轧制速度控制在55m/min；

[0037] （5）将经二十辊轧机轧制的钛/钛合金带进行脱脂，脱脂过程中采用尼龙刷进行抛

光，以去除表面的油污及表层污物，尼龙刷的线速度为钛/钛合金带走带速度的1.2~1.5倍；

即脱脂时的走带速度为4m/min，尼龙刷的线速度为6m/min；

[0038] （6）脱脂完成后，将TA10钛合金带送至连续退火线进行退火，退火温度设置在700

℃，钛/钛合金走带的速度V=6m/min，保持退火炉中间的真空度为3×10-2Pa，退火完成后，即

获得晶粒等级超过12级的超细晶极薄TA10钛合金带。

[0039] 表2  10道次轧制的轧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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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

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进行简单的修改、变更以及等效结构的变化，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

方案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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