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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热连轧机组成品机架工作

辊表面粗糙度预报方法。该方法包括步骤：(a)计

算机组针对不同钢种生产工艺的轧辊衰减模型；

(b)给定机组正常生产所允许的轧辊粗糙度下限

Rarmin；(c)给定钢卷参数p并初始化p＝1；(d)收

集机组换辊后生产周期内第p卷带钢的钢种，轧

制速度wp，带钢温度Tps，轧辊冷却水温度Tpl，钢

卷重量Lp，及其所对应的吨位衰减系数和温变衰

减系数{lp0,tp0}；(e)预报第p+1卷带钢生产的初

始粗糙度；(f)判断Rarp+1≤Rarmin，如果不是，则

令p＝p+1，Rar0＝Rarp+1，转入步骤(c)；如果是，令

p＝p-1，转入步骤(g)；(g)输出p，并在生产完第p

卷带钢后，停机换辊，成品机架的轧辊粗糙度预

报结束，进入下一换辊周期。本发明能够更加科

学精确地判断轧辊的磨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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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连轧机组成品机架工作辊表面粗糙度预报方法，其特征是：该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a)计算机组针对不同钢种生产工艺的轧辊衰减模型；

(b)给定机组正常生产所允许的轧辊粗糙度下限Rarmin；

(c)给定钢卷参数p并初始化p＝1；

(d)收集机组换辊后生产周期内第p卷带钢的钢种，轧制速度wp，带钢温度Tps，轧辊冷却

水温度Tpl，钢卷重量Lp，及其所对应的吨位衰减系数和温变衰减系数{lp0,tp0}；

(e)预报第p+1卷带钢生产的初始粗糙度 其中Rar0为成

品机架磨辊粗糙度初始值；

(f)判断Rarp+1≤Rarmin，如果不是，则令p＝p+1，Rar0＝Rarp+1，转入步骤(c)；如果是，令p

＝p-1，转入步骤(g)；

(g)输出p，并在生产完第p卷带钢后，停机换辊，成品机架的轧辊粗糙度预报结束，进入

下一换辊周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连轧机组成品机架工作辊表面粗糙度预报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a)中所述的计算机组针对不同钢种生产工艺的轧辊衰减模型包括如下步骤：

(a1)收集现场设备工艺参数，钢种总数z，成品机架磨辊粗糙度初始值Rar0；

(a2)给定钢种参数i，并初始化i＝1；

(a3)收集针对第i种带钢的轧制工艺参数，成品机架轧制过程中带钢的温度Tis、轧辊冷

却水的温度Til；

(a4)通过现场进行针对第i种钢种的实验：在同样的润滑冷却工艺条件下，分别收集n

组轧制吨位分别为Lj，j＝1，2，3……n和m组轧制速度分别为wk，k＝1，2，3……m的轧辊粗糙

度Rarijk，其中轧制速度等同于工作辊转速；

(a5)根据现场实际给定轧制吨位衰减系数和温变衰减系数的初始值X0＝{li0,ti0}和计

算精度Σ；

(a6)计算不同轧制吨位、不同轧制速度下的理论粗糙度

(a7)构造目标函数G(X0)

式中α为加

权系数，0＜α＜1；

(a8)判断G(X0)≤Σ，如果是，则输出X0，如果不是则调整X0的值，重复执行步骤(a6)、

(a7)，直至不等式满足输出合理的X0，得到针对第i种钢种热连轧轧辊粗糙度衰减模型；

(a9)判断i<z，如果是，则i＝i+1，返回步骤(a3)，如果否，则针对机组共z组钢种生产工

艺的轧辊粗糙度衰减模型收集完成，转入步骤(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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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连轧机组成品机架工作辊表面粗糙度预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热连轧机组成品机架工作辊表面粗糙度预报方法，属于热轧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带钢的热连轧生产过程中，轧辊的表面粗糙度对于成品热轧带钢的影响至关重

要。热连轧生产线的轧辊有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的特点，其经常会出现

磨损、表面龟裂、氧化皮剥落等常见破损。其中轧辊磨损是指，随着轧制吨位的增加，轧辊表

面的粗糙度衰减，进而影响热轧带钢成品表面质量的现象。另外，对于热轧带钢而言，轧辊

总是处于温度因接触带钢而迅速升高和因接触轧辊冷却水而迅速降低的循环之中，其温度

变化的幅度和频率都会影响轧辊表面的磨损情况。事实上，随着轧辊磨损的增加，粗糙度急

剧下降，甚至会导致轧辊与带钢相互打滑现象的发生，这在破坏带钢表面质量的同时，进一

步加剧了轧辊的磨损。尤其对于热连轧机组的成品机架，其轧辊的粗糙度更是会直接影响

热轧成品的表面质量。以往对于轧辊的磨损程度通常是通过现场经验进行判断，经由现场

富有经验的工人制定合理的换辊周期，以此避免轧辊磨损带来的成品质量降级事故。然而，

不同的钢种、不同的工艺条件都会影响轧辊的磨损速率，所以仅仅根据现场经验制定的换

辊周期过于死板。事实上，轧辊的磨损实际上与时间并无直接的关系，影响热轧辊的磨损程

度的因素主要有：轧制吨位、轧辊的温度变化幅度、轧辊的温度变化频率。因此，现场仅仅根

据时间来判断换辊与否的生产制度有下述不合理的方面：一种情况，已经磨损严重的轧辊

由于未达到“换辊周期”仍在在线生产，带来成品质量风险；与之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是

过度遵循“换辊周期”的工艺，还可以继续使用的轧辊被换下，增加了机组不必要的时间成

本和技术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热连轧机组成品机架工作辊表面

粗糙度预报方法，考虑轧制吨位、温度变化幅度、温度变化频率等因素轧辊粗糙度衰减模

型，从而更加科学精确地判断轧辊的磨损程度，对热轧机组轧辊的粗糙度进行预报，降低热

轧成品出现表面质量问题的风险，同时避免投入不必要的时间成本和技术成本，给企业带

来效益。

[0004]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热连轧机组成品机架工作辊表面粗糙度预报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a)计算机组针对不同钢种生产工艺的轧辊衰减模型；

[0007] (b)给定机组正常生产所允许的轧辊粗糙度下限Rarmin；

[0008] (c)给定钢卷参数p并初始化p＝1；

[0009] (d)收集机组换辊后生产周期内第p卷带钢的钢种，轧制速度wp，带钢温度Tps，轧辊

冷却水温度Tpl，钢卷重量Lp，及其所对应的吨位衰减系数和温变衰减系数{lp0,t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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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e)预报第p+1卷带钢生产的初始粗糙度

[0011] (f)判断Rarp+1≤Rarmin，如果不是，则令p＝p+1，Rar0＝Rarp+1，转入步骤(c)；如果是，

令p＝p-1，转入步骤(g)；

[0012] (g)输出p，并在生产完第p卷带钢后，停机换辊，成品机架的轧辊粗糙度预报结束，

进入下一换辊周期；

[0013] 所述的热连轧机组成品机架工作辊表面粗糙度预报方法，步骤(a)中所述的计算

机组针对不同钢种生产工艺的轧辊衰减模型包括如下步骤：

[0014] (a1)收集现场设备工艺参数，钢种总数z，成品机架磨辊粗糙度初始值Rar0；

[0015] (a2)给定钢种参数i，并初始化i＝1；

[0016] (a3)收集针对第i种带钢的轧制工艺参数，成品机架轧制过程中带钢的温度Tis、轧

辊冷却水的温度Til；

[0017] (a4)通过现场进行针对第i种钢种的实验：在同样的润滑冷却等工艺条件下，分别

收集n组轧制吨位分别为Lj(j＝1，2，3……n)和m组轧制速度(工作辊转速)分别为wk(k＝1，

2，3……m)的轧辊粗糙度Rarijk；

[0018] (a5)根据现场实际给定轧制吨位衰减系数和温变衰减系数的初始值X0＝{li0,ti0}

和计算精度Σ；

[0019] (a6)计算不同轧制吨位、不同轧制速度下的理论粗糙度

[0020] (a7)构造目标函数G(X0)

[0021] 式中α为

加权系数，0＜α＜1；

[0022] (a8)判断G(X0)≤Σ，如果是，则输出X0，如果不是则调整X0的值，重复执行步骤

(a6)、(a7)，直至不等式满足输出合理的X0，得到针对第i种钢种热连轧轧辊粗糙度衰减模

型；

[0023] (a9)判断i<z，如果是，则i＝i+1，返回步骤(a3)，如果否，则针对机组共z组钢种生

产工艺的轧辊粗糙度衰减模型收集完成，转入步骤(b)。

[0024] 有益效果：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建立了一套热轧过程中考虑轧制吨位、温度变化幅度、

温度变化频率等因素轧辊粗糙度衰减模型，从而更加科学精确地判断轧辊的磨损程度，对

热轧机组轧辊的粗糙度进行预报，降低热轧成品出现表面质量问题的风险，同时避免投入

不必要的时间成本和技术成本，给企业带来效益。

附图说明

[0026] 附图1为本发明的总流程图；

[0027] 附图2为本发明的机组不同钢种生产工艺的轧辊衰减模型计算流程图；

[0028] 附图3为本发明在某连轧生产线的应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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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

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0] 一种热连轧机组成品机架工作辊表面粗糙度预报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1] (a)计算机组针对不同钢种生产工艺的轧辊衰减模型；

[0032] (a1)收集现场设备工艺参数，钢种总数z＝6，成品机架磨辊粗糙度初始值Rar0＝

3.3；

[0033] (a2)给定钢种参数i，并初始化i＝1；

[0034] (a3)收集针对第i种带钢的轧制工艺参数，成品机架轧制过程中带钢的温度Tis、轧

辊冷却水的温度Til；

[0035] (a4)通过现场进行针对第i种钢种的实验：在同样的润滑冷却等工艺条件下，分别

收集n组轧制吨位分别为Lj(j＝1，2，3……n)和m组轧制速度(工作辊转速)分别为wk(k＝1，

2，3……m)的轧辊粗糙度Rarijk；

[0036] (a5)根据现场实际给定轧制吨位衰减系数和温变衰减系数的初始值X0＝{li0,ti0}

和计算精度Σ＝0.1；

[0037] (a6)计算不同轧制吨位、不同轧制速度下的理论粗糙度

[0038] (a7)构造目标函数G(X0)

[0039] 式中

[0040] α为加权系数，0＜α＜1；

[0041] (a8)判断G(X0)≤Σ，如果是，则输出X0，如果不是则调整X0的值，重复执行步骤

(a5)、(a6)，直至不等式满足输出合理的X0，得到针对第i种钢种热连轧轧辊粗糙度衰减模

型；

[0042] (a9)判断i<z，如果是i＝i+1，则i＝i+1，返回步骤(a3)，如果是，则针对机组共z组

钢种生产工艺的轧辊粗糙度衰减模型收集完成，如表一所示，转入步骤(b)；

[0043] 表1某热连轧机组各钢种对于的吨位衰减系数和温变衰减系数

[0044] 钢种 吨位衰减细数 温变衰减系数

SPHC 0.775298706 1.434078532

SPHD 0.930358447 1.108807088

SPHE 1.085418189 0.831605316

SAPH330 0.775298706 1.355713585

SS400 0.930358447 1.072845777

SS490 1.085418189 0.841001986

[0045] (b)给定机组正常生产所允许的轧辊粗糙度下限Rarmin＝0.7；

[0046] (c)给定钢卷参数p并初始化p＝1；

[0047] (d)收集机组换辊后生产周期内第p卷带钢的钢种，轧制速度wp，带钢温度Tps，轧辊

冷却水温度Tpl，钢卷重量Lp，及其所对应的吨位衰减系数和温变衰减系数{lp0,t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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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e)预报第p+1卷带钢生产的初始粗糙度

[0049] (f)判断Rarp+1≤Rarmin，如果不是，则令p＝p+1，Rar0＝Rarp+1，转入步骤(c)；如果是，

令p＝p-1，转入步骤(g)经计算，生产周期内个卷热轧带钢的预报粗糙度如表2所示，观察表

格可知，在生产完第63卷带钢后轧辊的轧后粗糙度已经小于粗糙度下限0.7，故令p＝63-1

＝62；

[0050] 表2某热连轧机组在生产周期针对成品机架的轧辊粗糙度预报

[0051]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06960066 B

6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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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g)输出62，在生产完第62卷带钢后，停机换辊，轧辊粗糙度的预报结束，进入下一

换辊周期；

[0055] 最后，根据本发明在现场设定换辊工艺制度，科学精确地判断了轧辊的磨损程度，

对热轧机组轧辊的粗糙度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报，降低了热轧成品出现表面质量问题的风

险，同时避免了投入不必要的时间成本和技术成本，给企业带来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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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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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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