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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

布预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由计算机

执行的步骤：(A)收集二次冷轧机组乳化液喷射

梁与喷嘴的主要设备工艺参数；(B)收集二次冷

轧机组的带钢宽度B；(C)计算单个喷嘴喷射在带

钢表面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1(i)；(D)计算N

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

布qN(i)；(E)计算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

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i)；(F)完成二次冷轧过

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预报。本发明能

够预报出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宽度范围内的

乳化液流量的横向分布，为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

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均匀性控制奠定基础。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2页

CN 108380676 B

2019.04.09

CN
 1
08
38
06
76
 B



1.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预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由

计算机执行的步骤：

(A)收集二次冷轧机组乳化液喷射梁与喷嘴的主要设备工艺参数，包括：喷嘴数量N、喷

嘴间距L、喷嘴喷射高度H、喷嘴喷射方向角α、喷嘴喷射角度θ、喷嘴侧倾角 喷嘴喷射流量

Q；

(B)收集二次冷轧机组的带钢宽度B；

(C)计算单个喷嘴喷射在带钢表面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1(i)，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C1)计算单个喷嘴喷射的乳化液在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BL、喷射中心线

右侧喷射宽度BR

式中，H为喷嘴喷射高度；α为喷嘴喷射方向角；θ为喷嘴喷射角度； 为喷嘴侧倾角；

(C2)按照宽度Δx划分乳化液喷射宽度条元，计算单个喷嘴喷射的乳化液带钢表面喷

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L、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R

式中，BL为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BR为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Δx为单

位条元宽度；

C3)计算单个喷嘴喷射在带钢表面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1(i)

式中，Q为喷嘴喷射流量；H为喷嘴喷射高度；ψ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影响系数，

i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条元编号；Δx为单位条元宽度；nL为带钢

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R为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

个数；BL为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BR为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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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计算N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N(i)，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D1)计算喷嘴间距对应的条元个数

式中，L为喷嘴间距，Δx为单位条元宽度；

D2)计算N个喷嘴的乳化液流量叠加后在带钢表面的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nL+

(N-1)nM+nR+1

式中，N为喷嘴数量；nL为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R为喷射

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M为喷嘴间距对应的条元个数；

D3)计算横向条元i所在位置对应的乳化液流量叠加系数

其中，N为喷嘴数量；i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条元编号；nM为喷嘴间距对应的条元个

数；n为N个喷嘴的乳化液流量叠加后在带钢表面的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

D4)计算N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N(i)

式中，j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叠加过程参数；m为横向条元i所在位置对应的乳化液流

量叠加系数；i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条元编号；q1(i)为单个喷嘴喷射在带钢表面的乳

化液流量横向分布；nM为喷嘴间距对应的条元个数；n为N个喷嘴的乳化液流量叠加后在带

钢表面的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

(E)计算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i)，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E1)计算带钢宽度B对应的横向条元个数nS

式中，Δx为单位条元宽度；

E2)计算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i)

式中，i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条元编号；qN(i)为N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乳化

液流量横向分布；nS为带钢宽度B对应的横向条元个数；n为N个喷嘴的乳化液流量叠加后在

带钢表面的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

(F)输出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i)，完成二次冷轧过程

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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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预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冷轧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

分布预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二次冷轧是在一次冷轧及退火之后，将带钢进一步压下减薄，以提高材料的硬度

和强度。相比传统的一次冷轧产品，二次冷轧产品具有厚度更薄、强度更高、加工性能更好

的优点，可以有效的节约钢铁材料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从而较好的适应包装制罐行业的发

展趋势。由于二次冷轧产品厚度薄、强度高，且对板形、表面质量要求较高，因此常采用乳化

液直喷系统进行轧制润滑。二次冷轧机组生产过程中，乳化液经由喷淋架上安装的喷嘴喷

淋在到轧机辊缝一定距离的入口带钢上下表面，在带钢进入辊缝之前，乳化液在其表面析

出一定厚度的润滑油膜。二次冷轧机组直喷系统喷射出的乳化液将直接排放，不会循环使

用，乳化液润滑性能较好，且无杂油、杂质掺入，适用于厚度薄、强度高、表面质量要求高的

冷轧带钢生产。

[0003] 二次冷轧机过程中，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均匀性决定了轧制辊缝内带钢

宽度方向润滑的均匀性，直接影响到轧后带钢的板形与表面质量，乳化液流量沿带钢宽度

方向的不均匀将导致轧后带钢表面出现乳化液条状斑迹缺陷。这样，如何充分结合二次冷

轧机组直喷系统喷淋架与喷嘴特性，制定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预报

方法，对二次冷轧机组板形与表面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0004] 参考文献：[1]张毅，何明，刘利等，双机架四辊轧机的轧制张力控制方法[P] .中

国：CN104289528A，2015-01-21 .[2]吴首民,魏烈省，程其华等。一种冷轧乳化液净化系统

[P].中国：CN104801102A，2015-07-29.[3]白振华，赵伟泉，王松尧等。适用于冷连轧机组的

乳化液流量动态综合优化设定方法[P].中国：CN106311754A，2017-01-11.[4]瞿培磊，李秀

军，王康健。轧制润滑对二次冷轧生产及产品表面形貌的影响[J].上海金属，2015,37(1)：

52-57 .[5]梁博健，徐云辉，高殿荣等。平整机喷淋流场射流特性的研究[J].机床与液压，

2016，44(20)：77-81。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综合分析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与乳化液喷射梁上

喷嘴数量、喷嘴间距、喷嘴喷射高度、喷嘴喷射方向角、喷嘴喷射角度、喷嘴侧倾角、喷嘴喷

射流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一种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预报方法，

提供一种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预报。

[0006] 本发明按以下步骤来实现：

[0007] (A)收集二次冷轧机组乳化液喷射梁与喷嘴的主要设备工艺参数，包括：喷嘴数量

N、喷嘴间距L、喷嘴喷射高度H、喷嘴喷射方向角α、喷嘴喷射角度θ、喷嘴侧倾角 喷嘴喷射

流量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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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B)收集二次冷轧机组的带钢宽度B。

[0009] (C)计算单个喷嘴喷射在带钢表面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1(i)，具体包括以下步

骤：

[0010] (C1)计算单个喷嘴喷射的乳化液在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BL、喷射中

心线右侧喷射宽度BR

[0011]

[0012] 式中，H为喷嘴喷射高度；α为喷嘴喷射方向角；θ为喷嘴喷射角度；为喷嘴侧倾角；

[0013] (C2)按照宽度Δx划分乳化液喷射宽度条元，计算单个喷嘴喷射的乳化液带钢表

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L、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

nR

[0014]

[0015] 式中，BL为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BR为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Δx

为单位条元宽度；

[0016] C3)计算单个喷嘴喷射在带钢表面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1(i)

[0017]

[0018] 式中，Q为喷嘴喷射流量；H为喷嘴喷射高度；ψ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影响系数，

i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条元编号；Δx为单位条元宽度；nL为带钢

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R为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

个数；BL为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BR为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

[0019] (D)计算N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N(i)，具体包括以下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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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D1)计算喷嘴间距对应的条元个数

[0021] 式中，L为喷嘴间距，Δx为单位条元宽度；

[0022] D2)计算N个喷嘴的乳化液流量叠加后在带钢表面的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

nL+(N-1)nM+nR+1

[0023] 式中，N为喷嘴数量；nL为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R为

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M为喷嘴间距对应的条元个数；

[0024] D3)计算横向条元i所在位置对应的乳化液流量叠加系数

[0025]

[0026] 其中，N为喷嘴数量；i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条元编号；nM为喷嘴间距对应的条

元个数；n为N个喷嘴的乳化液流量叠加后在带钢表面的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

[0027] D4)计算N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N(i)

[0028]

[0029] 式中，j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叠加过程参数；m为横向条元i所在位置对应的乳化

液流量叠加系数；i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条元编号；q1(i)为单个喷嘴喷射在带钢表面

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nM为喷嘴间距对应的条元个数；n为N个喷嘴的乳化液流量叠加后

在带钢表面的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

[0030] (E)计算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i)，具体包括以下

步骤：

[0031] E1)计算带钢宽度B对应的横向条元个数nS

[0032]

[0033] 式中，Δx为单位条元宽度；

[0034] E2)计算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i)

[0035]

[0036] 式中，i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条元编号；qN(i)为N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

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nS为带钢宽度B对应的横向条元个数；n为N个喷嘴的乳化液流量叠加

后在带钢表面的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

[0037] (F)输出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i)，完成二次冷轧

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预报。

[003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39] 能够根据二次冷轧机组乳化液喷射梁上喷嘴数量、喷嘴间距、喷嘴喷射高度、喷嘴

喷射方向角、喷嘴喷射角度、喷嘴侧倾角、喷嘴喷射流量，预报出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宽

度范围内的乳化液流量的横向分布，为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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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奠定基础。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本发明的计算流程图；

[0041] 图2是二次冷轧过程乳化液喷射示意图；

[0042] 图3是实施例1对应的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图；

[0043] 图4是实施例2对应的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以某二次冷轧机组为例，结合图1，对本发明所述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

化液流量横向分布预报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0045] 实施例1：

[0046] 以某二次冷轧机组为例，按照图1所示的计算流程图，首先，在步骤(A)中，收集二

次冷轧机组乳化液喷射梁与喷嘴的主要设备工艺参数，包括：喷嘴数量N＝10、喷嘴间距L＝

120mm、喷嘴喷射高度H＝225.3mm、喷嘴喷射方向角α＝57.3°、喷嘴喷射角度θ＝71.0°、喷嘴

侧倾角 喷嘴喷射流量Q＝1.03L/min。

[0047] 随后，在步骤(B)中，收集二次冷轧机组的带钢宽度B＝1050mm。

[0048] 随后，在步骤(C)中，计算单个喷嘴喷射在带钢表面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1(i)，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9] 首先，在步骤C1)中，计算单个喷嘴喷射的乳化液在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

宽度BL、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BR

[0050]

[0051] 随后，在步骤C2)中，按照宽度Δx＝1.0mm划分乳化液喷射宽度条元，计算单个喷

嘴喷射的乳化液在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L、喷射中心线右侧

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R

[0052]

[0053] 随后，在步骤C3)中，计算单个喷嘴喷射在带钢表面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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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式中，i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条元编号；ψ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影响系数，

[0056] 随后，在步骤(D)中，计算N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N

(i)，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7] 首先，在步骤D1)中，计算喷嘴间距对应的条元个数

[0058] 随后，在步骤D2)中，计算N个喷嘴的乳化液流量叠加后在带钢表面的喷射宽度对

应的条元个数n＝nL+(N-1)nM+nR+1＝1454；

[0059] 随后，在步骤D3)中，计算横向条元i所在位置对应的乳化液流量叠加系数

[0060] 随后，在步骤D4)中，计算N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N(i)

[0061]

[0062] 式中，j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叠加过程参数。

[0063] 随后，在步骤(E)中，计算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

(i)，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4] 首先，在步骤E1)中，计算带钢宽度B对应的横向条元个数nS

[0065]

[0066] 随后，在步骤E2)中，计算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i)

[0067] q(i)＝qN(i+202) ,1≤i≤1050。

[0068] 最后，在步骤(F)中，输出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

(i)，完成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预报(如图3所示)。

[0069] 如表1所示，实施例1对应的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乳化液

流量密度最大值为8.96L/min/m，乳化液流量密度最小值为6.30L/min/m，乳化液流量密度

平均值为8.42L/min/m，乳化液流量密度波动量为2.65L/mi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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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表1实施例1对应的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

[0071]

[0072]

[0073] 实施例2：

[0074] 以某二次冷轧机组为例，按照图1所示的计算流程图，首先，在步骤(A)中，收集二

次冷轧机组乳化液喷射梁与喷嘴的主要设备工艺参数，包括：喷嘴数量N＝10、喷嘴间距L＝

120mm、喷嘴喷射高度H＝139.7mm、喷嘴喷射方向角α＝68.2°、喷嘴喷射角度θ＝71.0°、喷嘴

侧倾角 喷嘴喷射流量Q＝1.03L/min。

[0075] 随后，在步骤(B)中，收集二次冷轧机组的带钢宽度B＝1050mm。

[0076] 随后，在步骤(C)中，计算单个喷嘴喷射在带钢表面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1(i)，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77] 首先，在步骤C1)中，计算单个喷嘴喷射的乳化液在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

宽度BL、喷射中心线右侧喷射宽度BR

[0078]

[0079] 随后，在步骤C2)中，按照宽度Δx＝1.0mm划分乳化液喷射宽度条元，计算单个喷

嘴喷射的乳化液在带钢表面喷射中心线左侧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L、喷射中心线右侧

喷射宽度对应的条元个数nR

[0080]

[0081] 随后，在步骤C3)中，计算单个喷嘴喷射在带钢表面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1(i)

[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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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式中，i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的条元编号；ψ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影响系数，

[0084] 随后，在步骤(D)中，计算N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N

(i)，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85] 首先，在步骤D1)中，计算喷嘴间距对应的条元个数

[0086] 随后，在步骤D2)中，计算N个喷嘴的乳化液流量叠加后在带钢表面的喷射宽度对

应的条元个数n＝nL+(N-1)nM+nR+1＝1288；

[0087] 随后，在步骤D3)中，计算横向条元i所在位置对应的乳化液流量叠加系数

[0088] 随后，在步骤D4)中，计算N个喷嘴在带钢表面叠加后的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N(i)

[0089]

[0090] 式中，j为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叠加过程参数。

[0091] 随后，在步骤(E)中，计算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

(i)，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92] 首先，在步骤E1)中，计算带钢宽度B对应的横向条元个数nS

[0093]

[0094] 随后，在步骤E2)中，计算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i)

[0095] q(i)＝qN(i+119) ,1≤i≤1050。

[0096] 最后，在步骤(F)中，输出二次冷轧过程带钢宽度范围内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q

(i)，完成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预报(如图4所示)。

[0097] 如表2所示，实施例1对应的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乳化液

流量密度最大值为10.33L/min/m，乳化液流量密度最小值为5.99L/min/m，乳化液流量密度

平均值为8.64L/min/m，乳化液流量密度波动量为4.34L/min/m。

[0098] 表2实施例2对应的二次冷轧过程带钢表面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

[0099]

  乳化液流量横向分布(L/min/m)

最大值 10.33

最小值 5.99

平均值 8.64

波动量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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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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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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