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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帘线钢方坯的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种高强帘线钢方坯的生

产方法，包括铁水脱硫、转炉冶炼、精炼、连铸、方

坯加热、热连轧、冷却、集卷步骤，连铸工序时，控

制结晶器水量为3000‑4000L/min，振频为120‑

125Hz；方坯加热时，工艺控制要求加热炉均热段

温度控制为1190‑1230℃，空燃比＜0.65，加热时

间240‑300min；热连轧时，控制开轧温度为1050‑

1080℃，轧制道次延伸系数1.1‑1.3，断面尺寸压

下率14‑23%。本申请对大方坯连铸和开坯过程的

结晶器、二冷段、动态轻压下、加热制度以及轧制

制度进行设计，来提高钢水纯净度，降低铸坯偏

析，减少疏松和缩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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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帘线钢方坯的生产方法，包括铁水脱硫、转炉冶炼、精炼、连铸、方坯加热、

热连轧、冷却、集卷的步骤，其特征在于：连铸工序时，控制结晶器水量为3000-4000L/min，

振频为120-125Hz，结晶器电磁搅拌电流为750±5A，频率为1.5±0.2Hz，同时二冷段采用水

雾冷却，水量为16~78L/min，水压力为1.0~3.0bar，所述连铸工序中，当固相率fs为0.5~0.9

时，采用6段轻压下；方坯加热时，工艺控制要求加热炉均热段温度控制为1190-1230℃，空

燃比＜0.65，加热时间240-300min；热连轧时，控制开轧温度为1050-1080℃，轧制道次延伸

系数1.1-1.3，断面尺寸压下率14-23%；

所述连铸工序中，帘线钢拉速控制为0.54-0.64m/min；

所述连铸工序生产出的连铸坯断面尺寸≥280mm×280mm；

所述二冷段分为四个区域，所述四个区域的水流量和水压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区水流量为70-75L/min，水压为2.0-3.0bar，

第二区水流量为22-28L/min，水压为1.0-1.5bar，

第三区水流量为16-20L/min，水压为1.3-1.8bar，

第四区水流量为16-20L/min，水压为1.8-2.5bar；

在连铸工序中，所述6段轻压下的每段压下量设定分别为3.6-4.0mm、3.6-4.0  mm、2.2-

2.8  mm、1.8-2.2  mm、0.4-0.8  mm、0.3-0.6  mm；

热连轧时，控制最后一架轧机出口的线速度为0.6-0.8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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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帘线钢方坯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帘线钢的技术领域，特别适用于高强帘线钢方坯的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钢丝帘线，俗称钢帘线，是橡胶制品尤其是汽车子午胎理想的骨架材

料。帘线钢是制造钢帘线的重要原料，是优质硬线钢的精品，是超洁净钢的代表产品和钢铁

企业线材生产水平的标志性产品，也是商用钢种强度最高的钢之一。

[0003] 帘线钢在生产中对冶炼、轧制、加工等每个环节都有特殊的要求，正是由于生产技

术含量极高，也被誉为“线材中的极品”、“线材中的明珠”。通常钢帘线需要经过多道次拉拔

至直径0.15-0.38mm的细丝，最后经合股而成，拉拔规格越细，生产难度也就越大。因此能拉

拔到的最小线径和断丝率是衡量一个钢企生产帘线钢的重要标准，而影响这些指标的因素

很多，如化学成分均匀性、杂质元素含量、夹杂物含量、偏析、组织均匀性、脱碳、心部网状碳

化物、力学性能、表面质量等指标。随着各个钢厂技术的进步，在成分、组织均匀性、脱碳、力

学性能以及表面指标等指标控制上，基本能够较好的满足要求，但是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夹

杂和偏析却有所差别，也是制约钢企帘线钢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0004] 由于帘线钢碳含量为0.70％以上，属于高碳钢，因此中心碳偏析的控制极其重要。

随着帘线钢强度提高，碳含量也在增加，对偏析的敏感性也会大大提高，碳含量越高容易在

盘条中心产生网状碳化物，在钢帘线的拉拔和合股时容易引起断丝，因此就需要在连铸和

开坯过程对偏析进行控制和改善。

[0005] 国内生产帘线钢的工艺路线有两种，一种是小方坯连铸的“一火材”，另一种是大

方坯连铸的“二火材”。“一火材”因工序和压缩比的限制，在偏析的控制方面受到限制。国内

高强帘线采用大方坯的“二火材”的路线越来越多，但是在连铸坯质量、表面质量方面还存

在诸多问题，产品质量不稳定。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强帘线钢方坯的生产方法，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

足。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高强帘线钢

方坯的生产方法，包括铁水脱硫、转炉冶炼、精炼、连铸、方坯加热、热连轧、冷却、集卷的步

骤，连铸工序时，控制结晶器水量为000-4000L/min，振频为120-125Hz，结晶器电磁搅拌电

流为750±5A，频率为1.5±0.2Hz，同时二冷段采用水雾冷却，水量为16～78L/min，水压力

为1.0～3.0bar，所述连铸工序中，当固相率(fs)为0.5～0.9时，采用6段轻压下；方坯加热

时，工艺控制要求加热炉均热段温度控制为1190-1230℃，空燃比＜0.65，加热时间  240-

300min；热连轧时，控制开轧温度为1050-1080℃，轧制道次延伸系数  1.1-1.3，断面尺寸压

下率14-23％。

[0008] 优选的，所述连铸工序中帘线钢拉速控制为0.54-0.64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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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连铸工序生产出的连铸坯断面尺寸≥280mm×280mm。

[0010] 优选的，所述二冷段分为四个区域，所述四个区域的水流量和水压满足以下条件：

[0011] 第一区水流量为70-75L/min，水压为2.0-3.0bar；

[0012] 第二区水流量为22-28L/min，水压为1.0-1.5bar，

[0013] 第三区水流量为16-20L/min，水压为1.3-1.8bar，

[0014] 第四区水流量为16-20L/min，水压为1.8-2.5bar。

[0015] 优选的，在连铸工序中，所述6段轻压下的每段压下量设定分别为：

[0016] 3.6-4.0mm、3.6-4.0mm、2.2-2.8mm、1.8-2.2mm、0.4-0.8mm、0.3-0.6mm。

[0017] 优选的，热连轧时，控制最后一架轧机出口的线速度为0.6-0.8m/s。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的高强帘线钢方坯的生产方法开坯后的82级别帘线钢方

坯的偏析指数可控制在1.03以下，87和92级别帘线钢方坯偏析指数可以控制在1.05以下，

后续高线轧制生产的帘线钢盘条心部网状碳化物合格率可达99.5％以上，本发明的有益效

果在于：

[0019] 1)采用电磁搅拌、二冷段水雾冷却和轻压下技术解决了困扰帘线钢的夹杂、心部

偏析、疏松和缩孔等技术难题；

[0020] 2)采用控制轧制的开坯技术，解决了因坯料局部塑性流动不充分而导致的表面缺

陷。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

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2] 实施例

[0023] 结合实施例1-7和对比例1-3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阐述。

[0024] 其中实施例1、2、3和对比例1为LX82A，实施例4、5、6以及对比例2  为LX87A，实施例

7、8与对比例3为LX92A。

[0025] 按照重量百分比计算，各实施例及对比例化学成分见表1。

[0026] 表1实施例和对比例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

[0027] 成分 C Si Mn P S 其它 

实施例1 0.82 0.22 0.5 0.012 0.008 / 

实施例2 0.81 0.21 0.49 0.013 0.01 / 

实施例3 0.82 0.2 0.52 0.013 0.009 / 

实施例4 0.86 0.19 0.52 0.01 0.006 / 

实施例5 0.87 0.2 0.49 0.011 0.005 / 

实施例6 0.87 0.18 0.53 0.009 0.006 / 

实施例7 0.92 0.15 0.4 0.008 0.006 Cr：0.20 

实施例8 0.91 0.14 0.39 0.009 0.005 Cr：0.21 

对比例1 0.82 0.2 0.51 0.011 0.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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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2 0.87 0.19 0.2 0.012 0.006 / 

对比例3 0.92 0.15 0.48 0.008 0.005 Cr：0.21 

[0028] 大方坯连铸采用大包长水口及氩封，整体水口、中间包覆盖剂进行全保护浇注，结

晶器液位高度设定为80％左右，不同实施例下的结晶器水量、振频、电磁搅拌以及二冷区不

同区的冷却参数和后续的轻压下、拉速等参数控制如表2所示，连铸坯的断面尺寸为300×

390mm。对实施例和对比例的钢种连铸完采用9道次连轧工艺开坯，双排布料方式进行加热，

加热过程以及轧制参数控制见表3所示。

[0029] 表2实施例及对比例连铸参数

[0030]

[0031] 表3实施例及对比例开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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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0033] 对开坯料进行取低倍样以及表面酸洗样，长度20cm，对低倍样进行沿着对角线方

向钻屑测定碳含量，计算偏析比，偏析比为心部最大碳含量与熔炼成分比值，比值越大说明

偏析越严重，对轧制的成品盘条进行网状碳化物检测，规格为5.5mm，采用苦味酸钠进行腐

蚀，结果见表4。可以发现未采用本发明所涉及的部分参数，对坯料的心部质量和表面质量

均存在很大的风险，偏析越大，产生网状碳化物的级别也就越高，偏析、网状碳化物容易降

低盘条心部结合力，引起杯锥状断丝，而表面缺陷容易造成盘条表面裂纹或者结疤，拉拔是

引起撕裂状断丝，严重影响客户的使用。

[0034] 表4坯料表面及偏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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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高强帘线钢方坯的生产方法，主要是通过采对结晶器

和二冷区冷却参数进行设计，使得连铸坯进行合理的冷却，减少偏析并促进夹杂物上浮；同

时连铸中后期对连铸坯进行动态轻压下，在不同的铸坯心部固相率时以相应的压下量进行

调控，提高心部钢水的流动和均匀性，来有效地减少因凝固时因枝晶搭接产生的偏析。

[0037] 此外，通过对加热温度和轧制制度进行设计，合格控制大方坯的变形，提高坯料的

表面质量，通过加热进一步降低偏析指数，减少成品盘条的偏析和网状碳化物以及马氏体

的形成。

[0038] 通过对结晶器参数和二冷区水量的控制，在固相率位于0.5～0.9时，进行  6段轻

压下，能够使连铸坯冷却时逐步对液芯位置的钢水成分进行均匀化，同时不会对表面质量

造成影响，压下的位置或者压下量不当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否则解决不了偏析问题，同时

会在坯料表面产生表面裂纹。

[0039] 当道次延伸系数为1.16-1.28之间，断面尺寸压下率为15-21％时，效果最好，延伸

系数和面缩率的相互搭配，能够使得开坯轧制变形时，金属充分流动。不至于因金属变形不

均匀导致的耳子以及其他表面缺陷的产生，减少因开坯过程表面缺陷造成的成品缺陷，从

而降低下游客户拉拔时的断丝率。

[0040]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41] 1)采用电磁搅拌、二冷段水雾冷却和轻压下技术解决了困扰帘线钢的夹杂、心部

偏析、疏松和缩孔等技术难题；

[0042] 2)采用控制轧制的开坯技术，即道次延伸系数1.1-1.3，断面尺寸压下率  14-23％

和轧制速度(最后一架轧机出口的线速度为0.6-0.8m/s)的控制，解决了因坯料局部塑性流

动不充分而导致的表面缺陷。

[0043]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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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44]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申请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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