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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轧制方法，
尤其是公开了
一种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轧制方
法，
属于钢板轧制工艺技术领域。提供一种通过
对轧制工序及其参数进行改进即可有效的控制
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轧制方法。
所述的
轧制方法包括均温加热控温差出炉，
四辊可逆粗
轧机中速粗轧，
七机架连轧机表面控温精轧以及
层流冷却机组控内外温度条件下的冷却几个步
骤，
其中，
在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过程中，
打
开四辊可逆轧机入口高压水除鳞喷嘴对带钢表
面进行除鳞和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 低8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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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轧制方法包
括均温加热控温差出炉，
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
七机架连轧机表面控温精轧以及层流
冷却机组控内外温度条件下的冷却几个步骤，
其中，
在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过程中，
打开四辊可逆轧机入口高压水除鳞喷嘴对
带钢表面进行除鳞和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低80～120℃，
在均温加热控温差出炉工序中，
出炉时板坯宽度、
长度、
厚度方向的最大温差均控制在
20℃以下，
在层流冷却机组控内外温度条件下的冷却工序中，
冷却喷嘴开水状态为每隔三根开一
根，
带钢表面与中心的温度差控制在80℃以内。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出
炉时，
板坯宽度、
长度、
厚度方向的最大温差均控制在15～18℃之间。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
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工序中，
四辊可逆粗轧机的轧制速度为2 .0m/s～3 .0m/s。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
七机架连轧机表面控温精轧工序中，
被轧制钢板的表面温度采用专用于七机架连轧机的喷
水装置对每个机架的入口辊缝进行喷水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低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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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轧制方法，
尤其是涉及一种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轧
制方法，
属于钢板轧制工艺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热轧钢板是普遍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原材料，
通常采用热连轧机组对热轧
带钢或单机架/双机架可逆轧机对中厚钢板进行轧制生产。
随着下游用户对产品质量要求
的提高，
对作为原材料的热轧钢板质量的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
特别是对于厚度≥10mm规
格的钢板沿厚度方向组织均匀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众所周知，
当厚规格热轧钢板内厚度
方向组织均匀性较差时，
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冲击破坏，
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
[0003] 目前，
为了控制热轧钢板内的沿厚度方向的组织的均匀性，
通常在轧制后采用热
处理工艺对产品进行组织调控。但采用热处理工艺对组织进行调控，
必然增加工作量和生
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提供一种通过对轧制工序及其参数进行改进即可
有效的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轧制方法。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
的轧制方法，
所述的轧制方法包括均温加热控温差出炉，
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
七机架
连轧机表面控温精轧以及层流冷却机组控内外温度条件下的冷却几个步骤，
[0006] 其中，
在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过程中，
打开四辊可逆轧机入口高压水除鳞喷
嘴对带钢表面进行除鳞和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低80～120℃。
[0007] 进一步的是，
在均温加热控温差出炉工序中，
出炉时板坯宽度、长度、
厚度方向的
最大温差均控制在20℃以下。
[0008] 上述方案的优选方式是，
出炉时，
板坯宽度、长度、
厚度方向的最大温差均控制在
15～ 18℃之间。
[0009] 进一步的是 ，
在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工序中 ，
四辊可逆轧机的轧制速度为
2 .0m/S～ 3 .0m/s。
[0010] 进一步的是，
在七机架连轧机表面控温精轧工序中，
被轧制钢板的表面温度采用
专用于七机架连轧机的喷水装置对每个机架的入口辊缝进行喷水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
低40～60 ℃。
[0011] 进一步的是，
层流冷却机组控内外温度条件下的冷却工序中，
冷却喷嘴开水状态
为每隔三根开一根，
带钢表面与中心的温度差控制在80℃以内。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申请提供的轧制方法以控制轧制过程中各道工序的钢板
温度为基础，
通过均温加热控温差出炉，
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
七机架连轧机表面控温
精轧以及层流冷却机组控内外温度条件下的冷却等几个步骤，
将带钢表面与中心组织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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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异控制在规定级数以内。尤其是在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过程中，
打开四辊可逆轧
机入口高压水除鳞喷嘴对带钢表面进行除鳞和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低80～120℃，
从而
实现本申请通过对轧制工序及其参数进行改进即可有效的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
性的目的。进一步的，
为了提供表面与中心组织晶粒度差异控制更加优良的带钢，
即能将表
面与中心组织晶粒度差异控制在0 .5级以内，
本申请还对热轧前的加热，
粗轧时的轧制速
度，
精轧时的降温范围以及层流冷却时的钢带的内外温度的差值进行了精确控制，
即通过
加热、
轧制及冷却方法的有效结合，
提供表面与中心组织晶粒度差异控制在0 .5级以内的带
钢，
以满足组织晶粒度差异控制要求高的客户的需要，
同时通过上述工艺的控制还可以降
低轧制成本，
节约轧制流程长度，
实现高质量热轧高强钢板的低成本生产，
以提高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了解决本申请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通过对轧制工序及
其参数进行改进即可有效的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轧制方法。所述的轧制方法
包括均温加热控温差出炉，
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
七机架连轧机表面控温精轧以及层
流冷却机组控内外温度条件下的冷却几个步骤，
其中，
在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过程中，
打开四辊可逆轧机入口高压水除鳞喷嘴对带钢表面进行除鳞和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低
80～120℃。本申请提供的轧制方法以控制轧制过程中各道工序的钢板温度为基础，
通过均
温加热控温差出炉，
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
七机架连轧机表面控温精轧以及层流冷却
机组控内外温度条件下的冷却等几个步骤，
将带钢表面与中心组织晶粒度差异控制在规定
级数以内。尤其是在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过程中，
打开四辊可逆轧机入口高压水除鳞
喷嘴对带钢表面进行除鳞和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低80～120℃，
从而实现本申请通过对
轧制工序及其参数进行改进即可有效的控制高强度热轧钢板组织均匀性的目的。
[0014] 上述实施方式中，
为了进一步的控制好所述高强度热轧钢板的组织的均匀性，
提
供表面与中心组织晶粒度差异控制更加优良的带钢，
即能将表面与中心组织晶粒度差异控
制在0 .5 级以内高强度热轧钢板，
即有益效果中所述的钢带，
本申请还对热轧前的加热，
粗
轧时的轧制速度，
精轧时的降温范围以及层流冷却时的钢带的内外温度的差值进行了精确
控制，
即通过加热、
轧制及冷却方法的有效结合实现所述的目的，
即将表面与中心组织晶粒
度差异控制在0 .5级以内。具体为，
在均温加热控温差出炉工序中，
出炉时板坯宽度、长度、
厚度方向的最大温差均控制在20℃以下。此时，
出炉时的最大温差的优选控制范围为板坯
宽度、
长度、
厚度方向的最大温差均控制在15～18℃之间。在四辊可逆粗轧机中速粗轧工序
中，
四辊可逆轧机的轧制速度为2 .0m/S～3 .0m/s。在七机架连轧机表面控温精轧工序中，
被
轧制钢板的表面温度采用专用于七机架连轧机的喷水装置对每个机架的入口辊缝进行喷
水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低40～60℃。在层流冷却机组控内外温度条件下的冷却工序中，
冷却喷嘴开水状态为每隔三根开一根，
带钢表面与中心的温度差控制在80℃以内。
[0015] 综上所述，
采用本申请提供轧制方法还具有以下优点，
即针对现有厚规格热轧高
强钢板组织均匀性控制方法的不足，
通过加热、
轧制及冷却方法的有效结合，
实现抗拉强度
500MPa 及以上厚规格热轧高强钢的组织均匀性的高水平控制，
带钢表面与中心组织晶粒
度差异控制在0 .5级以内，
以满足组织晶粒度差异控制要求高的客户的需要。
同时通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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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的控制还可以降低轧制成本，
节约轧制流程长度，
实现高质量热轧高强钢板的低成本
生产，
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016] 实施例一：
[0017] 由230 .0mm板坯热轧原料轧制抗拉强度560MPa热轧高强钢，
产品厚度16 .0mm，
组织
均匀性控制方法：
[0018] ①将生产热轧高强钢的板坯在组合式加热炉内进行加热，
控制板坯加热温度均匀
性，
出炉时板坯宽度、
长度、
厚度方向的最大温差控制在18℃以下；
[0019] ②一种热轧高强钢板组织均匀性控制方法，
采用四辊可逆粗轧机对板坯进行粗轧
轧制。
轧制过程中将四辊可逆轧机轧制速度控制在2 .0m/S。
[0020] ③一种热轧高强钢板组织均匀性控制方法，
采用四辊可逆粗轧机对板坯进行粗轧
轧制。每一道次轧制过程中打开四辊可逆轧机入口高压水除鳞喷嘴对带钢表面进行除鳞和
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低95℃。
[0021] ④一种热轧高强钢板组织均匀性控制方法，
采用七机架连轧机对带钢进行轧制。
轧制过程中，
采用专用喷水装置对每个机架入口辊缝进行喷水冷却降低带钢表面温度55
℃。
[0022] ⑤一种热轧高强钢板组织均匀性控制方法，
经七机架精轧机组轧制高温带钢采用
层流冷却机组进行冷却，
其中冷却喷嘴开水状态为每隔三根开一根，
使带钢表面与中心的
温度差控制在40℃以内。
[0023] 采用上述工艺技术，
可将厚度16 .0mm、抗拉强度560MPa的热轧高强钢表面与中心
组织晶粒度差异控制在0 .5级。
[0024] 实施例二：
[0025] 由230 .0mm板坯热轧原料轧制抗拉强度700MPa热轧高强钢，
产品厚12 .0mm，
残余应
力控制方法：
[0026] ①将生产热轧高强钢的板坯在组合式加热炉内进行加热，
控制板坯加热温度均匀
性，
出炉时板坯宽度、
长度、
厚度方向的最大温差控制在15℃以下；
[0027] ②一种热轧高强钢板组织均匀性控制方法，
采用四辊可逆粗轧机对板坯进行粗轧
轧制。
轧制过程中将四辊可逆轧机轧制速度控制在2 .5m/S。
[0028] ③一种热轧高强钢板组织均匀性控制方法，
采用四辊可逆粗轧机对板坯进行粗轧
轧制。每一道次轧制过程中打开四辊可逆轧机入口高压水除鳞喷嘴对带钢表面进行除鳞和
冷却，
使带钢表面温度降低115℃。
[0029] ④一种热轧高强钢板组织均匀性控制方法，
采用七机架连轧机对带钢进行轧制。
轧制过程中，
采用专用喷水装置对每个机架入口辊缝进行喷水冷却降低带钢表面温度45
℃。
[0030] ⑤一种热轧高强钢板组织均匀性控制方法，
经七机架精轧机组轧制高温带钢采用
层流冷却机组进行冷却，
其中冷却喷嘴开水状态为每隔三根开一根，
使带钢表面与中心的
温度差控制在30℃以内。
[0031] 采用上述工艺技术，
可将厚度12 .0mm、抗拉强度700MPa的热轧高强钢表面与中心
组织晶粒度差异控制在0 .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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