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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

形以及板形控制方法，精轧上游F1至Fn机架辊形

采用CVC辊形，用于实现硅钢板小凸度控制；下游

Fn+1至FN-1机架辊形采用中间小凸度、边部双锥

度形的轧辊辊形，用于实现硅钢板边降控制；下

游末机架FN辊形采用中间大凸度、边部双锥度形

的轧辊辊形，用于实现硅钢板成品平直度控制。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以

及板形控制方法，在热轧硅钢板生产过程中可以

兼顾硅钢凸度、边降和平直度控制，既改善和提

高了硅钢产品横向厚差的控制水平，同时保证和

满足了产品对平直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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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为N机架4辊轧机，N≥2，其特征

在于：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上游F1至Fn机架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小凸度的CVC辊形，

辊形曲线为3次方多项式，辊缝凸度控制范围为-0.9mm～0.3mm；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下游Fn+1至FN-1机架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边降的中间小凸度、

边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形，辊形曲线为6次方多项式，辊形等效凸度为-0.15mm，反翘总量为

0.09mm；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下游末机架FN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平直度的中间大凸度、边部

双锥度形的轧辊辊形，辊形曲线为6次方多项式，辊形等效凸度为-0 .2mm，反翘总量为

0.08mm。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游F1至Fn机架的

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y＝a1×x+a2×x2+a3×x3

其中，所述a1取值1.59156198128868E-03；所述a2取值-2.16349781198129E-06；所述a3

取值8.17363311704643E-10。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游Fn+1至FN-1机

架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y＝b1×x+b2×x2+b3×x3+b4×x4+b5×x5+b6×x6

其中，所述b1取值4 .3878497E-05；所述b 2取值1 .0871287E-07；所述b3取值-

1 .1204996E-09；所述b4取值1.6047829E-12；所述b5取值-8 .3577752E-16；所述b6取值

1.4857168E-19。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游末机架FN的工

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y＝c1×x+c2×x2+c3×x3+c4×x4+c5×x5+c6×x6

其中，所述c 1取值1 .1986300E-04；所述c 2取值-1 .5085962E-06；所述c 3取值

2.8088361E-09；所述c4取值-2 .4381983E-12；所述c5取值1.0794554E-15；所述c6取值-

1.9138923E-19。

5.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板形控制方法，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为N机架4辊轧机，N≥2，其

特征在于：

通过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轧制钢板；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上游F1至Fn机架的工作辊采用用于控制小凸度的CVC辊形，

辊形曲线为3次方多项式，辊缝凸度控制范围为-0.9mm～+0.3mm；上游F1至Fn机架

的工作辊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下游Fn+1至FN-1机架的工作辊采用用于控制边降的中间小凸

度、边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形，辊形曲线为6次方多项式，辊形等效凸度为-0.15mm，反翘总

量为0.09mm；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下游末机架FN的工作辊采用用于控制平直度的中间大凸度、边

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形，辊形曲线为6次方多项式，辊形等效凸度为-0 .2mm，反翘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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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mm。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板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连轧精轧机

组的上游F1至Fn机架的工作辊采用CVC窜辊模式，窜辊量为-150mm～150mm。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板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连轧精轧机

组的下游Fn+1至FN机架的工作辊采用长行程自由窜辊模式，窜辊量为-150mm～150mm。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板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游F1至Fn机

架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y＝a1×x+a2×x2+a3×x3

其中，所述a1取值1.59156198128868E-03；所述a2取值-2.16349781198129E-06；所述a3

取值8.17363311704643E-10。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板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游Fn+1至

FN-1机架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y＝b1×x+b2×x2+b3×x3+b4×x4+b5×x5+b6×x6

其中，所述b1取值4 .3878497E-05；所述b 2取值1 .0871287E-07；所述b3取值-

1 .1204996E-09；所述b4取值1.6047829E-12；所述b5取值-8 .3577752E-16；所述b6取值

1.4857168E-19。

10.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板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游末机架

FN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y＝c1×x+c2×x2+c3×x3+c4×x4+x5×x5+c6×x6

其中，所述c 1取值1 .1986300E-04；所述c 2取值-1 .5085962E-06；所述c 3取值

2.8088361E-09；所述c4取值-2 .4381983E-12；所述c5取值1.0794554E-15；所述c6取值-

1.9138923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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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以及板形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属于钢板轧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以及板形

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1580mm热轧线主要是为下游冷轧硅钢生产配套的热轧硅钢生产线，硅钢年产量

150万吨左右。叠片系数是冷轧成品电工钢重要的质量指标，而热轧工序产品的横向厚差是

影响冷轧成品电工钢叠片系数的关键工序。随着终端客户对硅钢成品横向厚差提出的越来

越严苛的要求，热轧工序责无旁贷地需要提高热轧硅钢板的横向厚差控制水平，同时还需

要保证产品的凸度及平直度。

[0003] 从板形控制方面，现有技术集中在了精轧机组支持辊与工作辊结构及其辊形，作

为板形控制改进手段，如常CVC、HC、Smart  Crown、PC、UPC、HVC、VCL、VCR等辊形，如专利申请

号：200610155844.9公开了“板带轧制用四辊轧机板形控制工作辊辊形曲线设计方法”等。

在轧辊的结构方面也有很多新型的产品和专利，如动态支持辊技术，瑞士苏黎士S-ES公司

开发NIPCO阶梯形支持辊、法国CLECIM公司的DSR(Dynamic  Shape  roll)也已成功应用于工

业生产，但其结构复杂，成本高，不易在常规热连轧轧机上推广。

[0004] 上述辊形技术都是单个机架的应用，而在热连轧机精轧机组中存在6或者7个机

架，如何配置好相应机架的辊形，是改善热轧带钢板形，尤其是薄规格带钢板形质量的一个

关键要素。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以及板形控制

方法，在热轧硅钢板生产时同时具备硅钢凸度、边降和平直度等多重控制功效，极大改善了

热轧硅钢板横向厚差质量控制水平，同时兼顾了热轧硅钢板成品平直度的控制。

[0006] 实现本发明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所述热连

轧精轧机组为N机架4辊轧机，N≥2；

[0007]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上游F1至Fn机架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小凸度的CVC辊形，

辊形曲线为3次方多项式，辊缝凸度控制范围为-0.9mm～0.3mm；

[0008]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下游Fn+1至FN-1机架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边降的中间小

凸度、边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形，辊形曲线为6次方多项式，辊形等效凸度为-0.15mm，反翘

总量为0.09mm；

[0009]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下游末机架FN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平直度的中间大凸度、

边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形，辊形曲线为6次方多项式，辊形等效凸度为-0.2mm，反翘总量为

0.08mm。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上游F1至Fn机架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0011] y＝a1×x+a2×x2+a3×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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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其中，所述a1取值1.59156198128868E-03；所述a2取值-2.16349781198129E-06；所

述a3取值8.17363311704643E-10。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下游Fn+1至FN-1机架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0014] y＝b1×x+b2×x2+b3×x3+b4×x4+b5×x5+b6×x6

[0015] 其中，所述b1取值4 .3878497E-05；所述b2取值1 .0871287E-07；所述b3取值-

1 .1204996E-09；所述b4取值1.6047829E-12；所述b5取值-8 .3577752E-16；所述b6取值

1.4857168E-19。

[0016] 进一步地，所述下游末机架FN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0017] y＝c1×x+c2×x2+c3×x3+c4×x4+c5×x5+c6×x6

[0018] 其中，所述c1取值1 .1986300E-04；所述c2取值-1 .5085962E-06；所述c3取值

2.8088361E-09；所述c4取值-2.4381983E-12；所述c5取值1.0794554E-15；所述c6取值一

1.9138923E-19。

[0019] 基于同样的发明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板形控制方法，所述

热连轧精轧机组为N机架4辊轧机，N≥2；

[0020] 通过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轧制钢板；

[0021]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上游F1至Fn机架的工作辊采用用于控制小凸度的CVC辊

形， 辊形曲线为3次方多项式，辊缝凸度控制范围为-0.9mm～+0.3mm；上游F1至Fn机

架的工作辊

[0022]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下游Fn+1至FN-1机架的工作辊采用用于控制边降的中间

小凸度、边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形，辊形曲线为6次方多项式，辊形等效凸度为-0.15mm，反

翘总量为0.09mm；

[0023] 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下游末机架FN的工作辊采用用于控制平直度的中间大凸

度、边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形，辊形曲线为6次方多项式，辊形等效凸度为-0.2mm，反翘总量

为0.08mm。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上游F1至Fn机架的工作辊采用CVC窜辊模式，窜

辊量为-150mm～150mm。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热连轧精轧机组的下游Fn+1至FN机架的工作辊采用长行程自由窜

辊模式，窜辊量为-150mm～150mm。

[0026] 进一步地，所述上游F1至Fn机架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0027] y＝a1×x+a2×x2+a3×x3

[0028] 其中，所述a1取值1.59156198128868E-03；所述a2取值-2.16349781198129E-06；所

述a3取值8.17363311704643E-10。

[0029] 进一步地，所述下游Fn+1至FN-1机架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0030] y＝b1×x+b2×x2+b3×x3+b4×x4+b5×x5+b6×x6

[0031] 其中，所述b1取值4 .3878497E-05；所述b2取值1 .0871287E-07；所述b3取值-

1 .1204996E-09；所述b4取值1.6047829E-12；所述b5取值-8 .3577752E-16；所述b6取值

1.4857168E-19。

[0032] 进一步地，所述下游末机架FN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为：

[0033] y＝c1×x+c2×x2+c3×x3+c4×x4+c5×x5+c6×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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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其中，所述c1取值1 .1986300E-04；所述c2取值-1 .5085962E-06；所述c3取值

2.8088361E-09；所述c4取值-2 .4381983E-12；所述c5取值1.0794554E-15；所述c6取值-

1.9138923E-19。

[0035]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将N机架4辊热连轧精轧机组的各机架划分为上游机

架和下游机架，上游机架和下游机架采用不同的工作辊辊形，而下游末机架的辊形与下游

其他机架不同。即本申请采用三种辊形控制策略，以此同时达到控制带钢凸度、边降和平直

度多方面的要求。

[0036] 板形控制策略的制定一般主要从设备的板形调控能力、带钢临界翘曲条件和精轧

机组入口中间坯凸度三方面来考虑。为了控制和改善热轧硅钢板的横向厚差水平，需要在

减小边降的前提下对硅钢板实行小凸度工艺策略，否则边降大时直接将凸度控制过小容易

引起带钢断面轮廓异常、尤其是局部高点和猫耳等下游硅钢无法接受的断面轮廓质量问

题。而末机架的辊形大小决定了对带钢出口板形的控制能力，因此末机架的辊形大小设计

要与下游其他机架有所区别。三种辊形控制策略的具体分析如下：

[0037] 带钢在前段轧机轧制时因压下率大、宽展量大、金属在宽度方向上延伸也大，而在

后段轧机轧制时因压下率小、金属在宽向上延伸相应也小，因此在前段轧制即通过上游机

架控制带钢凸度，后段轧机即通过下游机架控制平直度。

[0038] 为了更好地控制带钢凸度，精轧机组上游机架采用CVC窜辊模式，通过二级板形模

型根据钢种、厚度和宽度、轧制力、目标凸度、轧辊磨损和热胀值等基本数据来计算上游机

架的窜辊位置，针对硅钢而言则计算出满足硅钢小凸度控制要求的各机架窜辊位置。

[0039] 由于1580生产线主要应用于硅钢生产，硅钢低温集批生产模式下、减小下游机架

轧辊的磨损是控制横向厚差和保证带钢轮廓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要求下游机架采用长行

程自由窜辊功能来达到均匀轧辊磨损、延长轧制公里数和保证带钢轮廓的目的，那么在应

用自由窜辊这种功能之下决定了下游前段Fn+1至FN-1机架需要采用带一定凸度的平辊辊

形。考虑到下游机架是控制带钢边降的关键机架，因此在常规抛物线型平辊辊形的基础上

在辊形边部一定长度范围内增加了边部反翘的设计，使其具备了改善带钢边降的功能，即

为双锥度辊辊形。

[0040] 下游前段Fn+1至FN-1机架相对下游末机架FN来说，对带钢边降影响更为关键，因

此下游前段Fn+1至FN-1机架设计为中间小负凸度、边部带双锥度的工作辊辊形，而精轧末

机架FN是控制成品带钢平直度的关键机架，需要给一级留有足够的板形控制的能力，否则

影响轧制稳定性和成品板形质量，但是同时末机架的辊形也需要有一定的边降控制能力，

因此下游末机架FN设计为中间大负凸度、边部带双锥度的工作辊辊形。

[0041] 由此，本发明通过合理配置精轧机组各机架的辊形，采用该热连轧精轧机组轧制

钢板能同时达到控制凸度、边降和平直度多方面的要求，既改善和提高了硅钢产品横向厚

差的控制水平，同时保证和满足了产品对平直度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4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的配置图；

[004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上游F1至F4机架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图；

[0044]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下游F5至F6机架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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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下游末机架F7的工作辊的辊形曲线图；

[0046]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的配置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为了使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中的技术人员更清楚地理解本申请，下面结合附图，

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申请技术方案作详细描述。

[0048] 实施例1：

[0049] 如图1所示，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该热连轧精轧机组为7机架4辊轧机，

对应的 其中：

[0050] 上游F1至F4机架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小凸度的CVC辊形，辊形曲线为3次方多项

式，如图2所示(图中横轴为辊身轴向尺寸、纵轴为辊身径向尺寸)，辊形曲线为：

[0051] y＝a1×x+a2×x2+a3×x3

[0052] 其中，系数a1控制曲线整体的斜率，取值1.59156198128868E-03；系数a2和a3共同

实现曲线等效凸度控制，a2取值-2.16349781198129E-06；a3取值8.17363311704643E-10。

[0053] 上游F1至F4机架的工作辊使用多项式法进行曲线形状控制，辊缝凸度控制范围

为-0.9mm～0.3mm。

[0054] 下游F5至F6机架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边降的中间小凸度、边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

形，辊形曲线采用6次多项式方式表述，如图3所示(图中横轴为辊身轴向尺寸、纵轴为辊身

径向尺寸)，辊形曲线为：

[0055] y＝b1×x+b2×x2+b3×x3+b4×x4+b5×x5+b6×x6

[0056] 其中，b1取值4.3878497E-05；b2取值1.0871287E-07；b3取值-1.1204996E-09；b4取

值1.6047829E-12；b5取值-8.3577752E-16；b6取值1.4857168E-19。

[0057] 下游F5至F6机架的工作辊辊形通过多项式系数控制等效凸度和边部反翘，通过多

项式参数的综合作用达到控制效果，辊形等效凸度为-0.15mm，从边部500mm左右开始控制，

采取多段圆弧反翘，反翘总量为0.09mm；

[0058] 下游末机架F7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平直度的中间大凸度、边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

形，辊形曲线采用6次多项式方式表述，如图4所示(图中横轴为辊身轴向尺寸、纵轴为辊身

径向尺寸)，辊形曲线为：

[0059] y＝c1×x+c2×x2+c3×x3+c4×x4+c5×x5+c6×x6

[0060] 其中，c1取值1.1986300E-04；c2取值-1.5085962E-06；c3取值2.8088361E-09；c4取

值-2.4381983E-12；c5取值1.0794554E-15；c6取值-1.9138923E-19。

[0061] 下游末机架F7的工作辊辊形通过多项式系数控制等效凸度和边部反翘，通过多项

式参数的综合作用达到控制效果，辊形等效凸度为-0.2mm，从边部300mm左右开始控制，采

取多段圆弧反翘，反翘总量为0.08mm。

[0062] 通过合理配置精轧机组各机架的辊形，既满足了主要轧制品种硅钢凸度、边降和

平直度的控制要求，同时满足和保证了其他生产品种对产品凸度和平直度的质量要求。

[0063] 实施例2：

[0064] 基于同样的发明构思，本实施例对应提供了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板形控制方法，

通过热连轧精轧机组轧制钢板，热连轧精轧机组采用上述实施例1的热连轧精轧机组，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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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辊辊形此处不再赘述。

[0065] 轧制钢板时，上游F1至F4机架的工作辊采用CVC窜辊模式，窜辊量为-150mm～

150mm。下游F5至F7机架的工作辊采用长行程自由窜辊模式，窜辊量为-150mmM50mm。

[0066] 实施例3：

[0067] 如图5所示，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该热连轧精轧机组为6机架4辊轧机，

对应的 其中：

[0068] 上游F1至F3机架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小凸度的CVC辊形，辊形曲线为3次方多项

式，如图2所示(图中横轴为辊身轴向尺寸、纵轴为辊身径向尺寸)，辊形曲线为：

[0069] y＝a1×x+a2×x2+a3×x3

[0070] 其中，系数a1控制曲线整体的斜率，取值1.59156198128868E-03；系数a2和a3共同

实现曲线等效凸度控制，a2取值-2.16349781198129E-06；a3取值8.17363311704643E-10。

[0071] 上游F1至F3机架的工作辊使用多项式法进行曲线形状控制，辊缝凸度控制范围

为-0.9mm～0.3mm。

[0072] 下游F4至F5机架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边降的中间小凸度、边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

形，辊形曲线采用6次多项式方式表述，如图3所示(图中横轴为辊身轴向尺寸、纵轴为辊身

径向尺寸)，辊形曲线为：

[0073] y＝b1×x+b2×x2+b3×x3+b4×x4+b5×x5+b6×x6

[0074] 其中，b1取值4.3878497E-05；b2取值1.0871287E-07；b3取值-1.1204996E-09；b4取

值1.6047829E-12；b5取值-8.3577752E-16；b6取值1.4857168E-19。

[0075] 下游F4至F5机架的工作辊辊形通过多项式系数控制等效凸度和边部反翘，通过多

项式参数的综合作用达到控制效果，辊形等效凸度为-0.15mm，从边部500mm左右开始控制，

采取多段圆弧反翘，反翘总量为0.09mm；

[0076] 下游末机架F6的工作辊为用于控制平直度的中间大凸度、边部双锥度形的轧辊辊

形，辊形曲线采用6次多项式方式表述，如图4所示(图中横轴为辊身轴向尺寸、纵轴为辊身

径向尺寸)，辊形曲线为：

[0077] y＝c1×x+c2×x2+c3×x3+c4×x4+c5×x5+c6×x6

[0078] 其中，c1取值1.1986300E-04；c2取值-1.5085962E-06；c3取值2.8088361E-09；c4取

值-2.4381983E-12；c5取值1.0794554E-15；c6取值-1.9138923E-19。

[0079] 下游末机架F6的工作辊辊形通过多项式系数控制等效凸度和边部反翘，通过多项

式参数的综合作用达到控制效果，辊形等效凸度为-0.2mm，从边部300mm左右开始控制，采

取多段圆弧反翘，反翘总量为0.08mm。

[0080] 通过合理配置精轧机组各机架的辊形，既满足了主要轧制品种硅钢凸度、边降和

平直度的控制要求，同时满足和保证了其他生产品种对产品凸度和平直度的质量要求。

[0081] 实施例4：

[0082] 基于同样的发明构思，本实施例对应提供了一种热连轧精轧机组板形控制方法，

通过热连轧精轧机组轧制钢板，热连轧精轧机组采用上述实施例3的热连轧精轧机组，各工

作辊辊形此处不再赘述。

[0083] 轧制钢板时，上游F1至F3机架的工作辊采用CVC窜辊模式，窜辊量为-150mm～

150mm。下游F4至F6机架的工作辊采用长行程自由窜辊模式，窜辊量为-150mm～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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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通过上述实施例，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或者优点：

[0085] 本发明提供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以及板形控制方法，综合考虑精轧上游F1

至Fn机架辊形用于实现硅钢板小凸度控制、下游Fn+1至FN-1机架辊形用于实现硅钢板边降

控制、下游末机架FN辊形则用于实现硅钢板成品平直度控制，在热轧硅钢板生产过程中兼

顾硅钢凸度、边降和平直度控制。通过应用本发明的热连轧精轧机组成套辊形以及板形控

制方法，带钢的边降区和边降量得以明显减小，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上游机架小凸度控制，硅

钢板的整体横向厚差得以明显改善，表征热轧硅钢板关键横向厚差指标的C25均值≤35μm

的比例由原来的26％左右提升至90％左右；同时通过末机架F7的辊形配置，成品的平直度

达到良好的控制水平。

[0086] 尽管已描述了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

创造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

括优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申请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0087]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申请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申请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申请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申请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申请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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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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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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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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