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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及其制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及

其制造方法，属于轧辊的制作领域，包括材质为

球墨铸铁的辊芯以及外层，外层与辊芯之间还包

括一层钢制中间层；其中外层部分的合金组成及

质量百分比为：C：2.0～2.5%，Si：0.6～1.2%，Mn：

0.6～1.0%，Cr：10.0～20.0%，Mo：1.0～2.0%，V：

1 .0～2 .0%，W：0 .2～1 .0%，Ni：≥0 .5%，P：≤

0.03%，S：≤0.03%，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本发明通过调整原有的复合离心生产工艺，降低

了轧辊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提高了生产效

率，并同时通过设计合适的合金配比使复合高铬

铁轧辊的各方面参数都优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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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包括材质为球墨铸铁的辊芯以及外层，其特征在于：外层

与辊芯之间还包括一层钢制中间层；

所述外层的化学组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C：2.0～2.5%，Si：0.6～1 .2%，Mn：0.6～

1.0%，Cr：10.0～20.0%，Mo：1.0～2.0%，V：1.0～2.0%，W：0.2～1.0%，Ni：≥0.5%，P：≤0.03%，

S：≤0.03%，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所述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辊坯铸造：按照上述合金组分调配原料，在中频炉中冶炼后形成外层铁水，然后在离

心机上浇注高铬铁外层铁水，在铁水凝固后浇入中间层钢水；待外层钢高铬铁水及中间层

的钢水完全凝固后离心机停转，合箱，最后浇入芯部球墨铸铁水制成辊坯；

B、开箱：待芯部铁水完全凝固后，开箱，并将辊坯直接装入提前预热到800~1000℃的高

温退火炉中；

C、退火：对辊坯进行高温退火热处理，先将轧辊加热到850~1000℃,保温20h后进行缓

慢冷却，冷却速度1~5℃/h；

当辊坯缓慢冷却到750℃时开始吹风对辊坯进行快速降温，快速降温过程的冷却速度1

~5℃/S；

通过快速降温将辊坯冷却到500℃时停止吹风，保温20h后空冷至室温，冷却速度为15~
30℃/h；

D、粗加工：对辊坯进行粗加工，然后对粗加工完的辊坯进行超声波探伤；

E、回火：对辊坯进行回火处理，回火温度为500~560℃，保温25h后空冷至室温；

F、精加工：回火完成后，按所需尺寸对辊坯进行精加工制成轧辊，最后进行超声波探

伤、硬度测试和金相组织检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层的化学组分

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C：2.4%，Si：1.1%，Mn：0.9%，Cr：19.5%，Mo：1.9%，V：1.9%，W：0.9%，Ni：

1.1%，P≤0.03%，S≤0.03%，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其特征在于：步骤E中对辊坯进行2

次或3次回火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中间层钢水

的浇铸的重量占外层铁水浇铸重量的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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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轧辊的制造领域，尤其是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及其制造方法，用

于制造具有高硬度的高铬铁轧辊。

背景技术

[0002] 复合轧辊是一种辊身外层和芯部用不同材质制作的轧辊，两种材质之间为冶金结

合的轧辊，复合轧辊既能满足轧机对辊身外层耐磨性、抗热疲劳等性能的要求，同时又保证

了芯部和辊颈的强韧性。为了满足轧辊在使用中外层部分和辊芯的不同要求，通常采用诸

如离心复合、全冲洗复合、CPC复合、电渣熔复、旋转电渣复合等技术来制作复合轧辊。其中

以离心复合方式生产的高铬铁轧辊广泛应用在热轧板带精轧前段以及炉卷或中板粗轧段，

保证了正常的轧制需求。

[0003] 传统的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的生产流程是：轧辊毛坯的生产—辊身粗加—辊身探

伤检测—辊颈加工—高温淬火—两段回火—精加工—成品探伤检测—磨削—成品。之所以

在轧辊热处理前进行轧辊加工探伤检测，主要是因为最初轧辊探伤合格率低，结合层存在

缺陷较多。对结合层存在缺陷的轧辊进行热处理时容易造成结合层大开裂，从而引起大的

安全事故。为此普遍采取轧辊热处理前先加工探伤，如结合层部位存在缺陷则先加工去除

缺陷后再进行热处理，从而避免了因热处理过程导致的缺陷扩展进而引起的安全事故。

[0004] 但是，随着工艺的改进，目前生产的复合轧辊的结合层探伤合格率达到了99％以

上，甚至接近了100％，如果继续采取原有的生产工艺流程及热处理工艺，不但工序复杂而

且热处理时需要将轧辊从室温加热到高温退火温度，浪费严重，因此，急需对现有的复合轧

辊生产工艺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及其制造方法，使其

能简化现有的生产工艺，并同时提高复合轧辊的外层及芯部的质量。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包括材质为球墨铸铁的辊芯以及外层，外层与辊芯之

间还包括一层材质不同于辊身的钢制中间层；

[0008] 所述外层的化学组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C：2.0～2.5％，Si：0.6～1.2％，Mn：

0.6～1 .0％，Cr：10 .0～20 .0％，Mo：1 .0～2.0％，V：1 .0～2.0％，W：0.2～1 .0％，Ni：≥

0.5％，P：≤0.03％，S：≤0.03％，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9]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外层的化学组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

C：2.4％，Si：1.1％，Mn：0.9％，Cr：19.5％，Mo：1.9％，V：1.9％，W：0.9％，Ni：1.1％，P≤

0.03％，S≤0.03％，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10] 一种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A、辊坯铸造：按照设计配比调配原料，在中频炉中冶炼后形成外层铁水，然后在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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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机上浇注高铬铁外层铁水，在铁水凝固后浇入中间层钢水；待外层钢高铬铁水及中间层

的钢水完全凝固后离心机停转，合箱，最后浇入芯部球墨铸铁水制成辊坯；

[0012] B、开箱：待芯部铁水完全凝固后，开箱，并将辊坯直接装入提前预热到800～1000

℃的高温退火炉中；

[0013] C、退火：对辊坯进行高温退火热处理，先将轧辊加热到850～1000℃,保温20h后进

行缓慢冷却，冷却速度1～5℃/h；

[0014] 当辊坯缓慢冷却到750℃时开始吹风对辊坯进行快速降温，快速降温过程的冷却

速度1～5℃/S；

[0015] 通过快速降温将辊坯冷却到500℃时停止吹风，保温20h后空冷至室温，冷却速度

为15～30℃/h；

[0016] D、粗加工：对辊坯进行粗加工，然后对粗加工完的辊坯进行超声波探伤；

[0017] E、回火：对辊坯进行回火处理，回火温度为500～560℃，保温25h后空冷至室温；

[0018] F、精加工：回火完成后，按所需尺寸对辊坯进行精加工制成轧辊，最后进行超声波

探伤、硬度测试和金相组织检验。

[0019]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步骤E中对辊坯进行2次或3次回火处理。

[0020]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步骤A中中间层钢水的浇铸的重量占外层铁

水浇铸重量的10％～30％。

[0021]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0022] 采用本发明中所提供的辊身外层的材料配比制得的轧辊，其轧辊的辊身表层硬度

能够达到65～80HSD，并且具有具有优异的耐磨性、优良的氧化膜形成并保持能力和高的组

织稳定性。

[0023] 本发明中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的热处理时，不再采用传统的利用电能将轧辊从室

温开始加热到需要的高温退火温度，而是利用轧辊自身的铸造余热将轧辊温度控制在要求

的热处理温度并保温，使得轧辊外层和内芯部分的热处理一致，不但提高了轧辊的热处理

效果，同时还大量减少了能源的消耗、简化了生产工艺、缩短了生产周期。

[0024] 在高温退火的后序过程中，轧辊进行缓慢冷却，用以减小轧辊的热应力；待辊身温

度降低到珠光体组织转变区时即750℃时对辊身部位快速冷却，此举能够避免产生大量的

珠光体，保证轧辊的各项力学性能顺利达标。待辊身温度躲过珠光体转变区即到达500℃后

再保温进行辊身均温并去应力退火，其后缓慢冷却到室温。

[0025] 本发明还在球墨铸铁的辊芯部和外层之间添加了一层钢制中间层，此举能够提高

复合轧辊结合层的质量，保证结合层不出现大面积的缺陷。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本发明中涉及的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广泛应用于热轧板带精轧前段以及炉卷或

中板粗轧段，本发明中的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包括材质为球墨铸铁的辊芯以及外层，为了

提高结合层的质量，防止结合层出现大面积缺陷，在轧辊的外层与辊芯之间还包括一层钢

制中间层；外层的化学组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控制在如下范围内：C：2.0～2.5％，Si：0.6～

1.2％，Mn：0.6～1.0％，Cr：10.0～20.0％，Mo：1.0～2.0％，V：1.0～2.0％，W：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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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0.5％，P：≤0.03％，S：≤0.03％，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中涉及的离心复合高铬铁轧辊的制作方法做进一

步说明。

[0029] 实施例一：

[0030] 本实施例中辊身外层部分的成分设计目标为：C：2.4％，Si：1.1％，Mn：0.9％，Cr：

19.5％，Mo：1.9％，V：1.9％，W：0.9％，Ni：1.1％，P≤0.03％，S≤0.03％，其余为Fe和不可避

免的杂质。制作方法如下：

[0031] A、辊坯铸造：按照设计目标调配原料，在中频炉中冶炼后形成外层铁水，然后在离

心机上浇注高铬铁外层铁水，在铁水凝固后浇入中间层钢水，中间层钢水的浇筑量占外层

铁水浇铸重量的15％；待外层钢高铬铁水及中间层的钢水完全凝固后离心机停转，合箱，最

后浇入芯部球墨铸铁水制成辊坯；

[0032] B、开箱：待芯部铁水完全凝固后，开箱，并将辊坯直接装入提前预热到800～1000

℃的高温退火炉中；

[0033] C、退火：对辊坯进行高温退火热处理，先将轧辊加热到850～1000℃,保温20h后进

行缓慢冷却，冷却速度1～5℃/h；

[0034] 当辊坯缓慢冷却到750℃时开始吹风对辊坯进行快速降温，快速降温过程的冷却

速度1～5℃/S；

[0035] 通过快速降温将辊坯冷却到500℃时停止吹风，保温20h后空冷至室温，冷却速度

为15～30℃/h；

[0036] D、粗加工：对辊坯进行粗加工，然后对粗加工完的辊坯进行超声波探伤；

[0037] E、回火：对辊坯进行二段回火处理，回火温度为500～560℃，保温25h后空冷至室

温；

[0038] F、精加工：回火完成后，按所需尺寸对辊坯进行精加工制成轧辊，最后进行超声波

探伤、硬度测试和金相组织检验。

[0039] 采用肖氏硬度计，按照GB/T13313-2008方法检测硬度后，得出辊身外层部分的硬

度为78HSD；经超声波探伤后，未发现结合层部分出现大面积缺陷，整体合格率达到99.8％。

[0040] 实施例2至实施例5：

[0041] 实施例2至实施例5的工艺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辊身外层部分各个

组分重量配比的设计目标不同，各组分设计目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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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经过检测各个实施例的表面硬度如下表所示: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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