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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高速棒材生产线高速上钢

区域设备的全自动控制方法，高速飞剪以工艺要

求的超前轧件速度高速旋转，转辙器和转鼓处于

等待位置。轧件从高速飞剪前精轧机出口移动，

高速飞剪把轧件分断成设定的倍尺长度，同时转

辙器动作配合飞剪剪切，剪切后，转辙器转到另

一侧的等待位置。制动辊和转鼓有A线和B线两组

设备，当高速飞剪剪切完成，飞剪后热金属检测

器检测到钢尾信号后，制动辊夹持住钢尾，当高

速飞剪后热金属检测器检测到钢尾信号时，制动

辊打开。每次飞剪剪切完成后，A线和B线上的转

鼓交替转动往冷床上送钢。本发明实现了高棒生

产线高速上钢区域的全自动控制，通过合理控制

高速上钢区域各个设备的动作，提高了生产线的

轧制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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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全自动控制方法，高速上钢区的设备包括高速飞剪、转

辙器、制动辊及转鼓四部分，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动辊与转鼓包括A线和B线两组设备；具体

步骤如下；

步骤一：高速飞剪以工艺要求的超前轧件的速度高速旋转，转辙器和转鼓均处于等待

位置；

步骤二：轧件从高速飞剪前的精轧机出口向高速飞剪处移送，由高速飞剪把轧件分断

为人机监控界面上设定的倍尺长度，同时转辙器动作以配合飞剪剪切，飞剪剪切后，转辙器

转到另一侧的等待位置；

步骤三：当高速飞剪剪切完成后，飞剪后方热金属检测器和转毂前方热金属检测器分

信号后，需要动作的制动辊打开；制动辊以超前轧件速度Va运行，当高速飞剪完成剪切，轧

件的尾部到达飞剪后方热金属检测器时，向制动辊发出信号，制动辊夹持轧件减速制动运

行，减速运行速度Vb；当轧件尾部到达转毂前方热金属检测器时，制动辊打开并加速运行至

Va；同时转鼓开始旋转；每次高速飞剪剪切完成后，A线和B线上的转鼓交替，周期性变速转

动往冷床上送轧件。

2.一种高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全自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高速飞剪允许轧件进入

的最小切角a1，不允许轧件进入角度为a1至-a1之间；

a1＝arcos(rj-rz/rj)

其中，rj为剪切半径；rz为轧件半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全自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高速飞

剪的剪刃采用变速运行方式，令剪刃的初始速度为Vr，节奏时间内达到剪切速度V1，且剪刃

到达剪切位置；其中，Vr＝Vz*(1+δ)；Vz为轧件速度；δ为超前系数；V1＝Vr+ΔV；ΔV为速度调

整值。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全自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一种高

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全自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设剪刃在任意位置时，高速飞剪前方热

金属检测器检测点检测到轧件的时间为t0，在t0时刻，剪刃速度为Vr；

则剪刃首刀剪切时间为：

t1＝(L+Li)/Vz

其中，L为工艺要求的倍尺长度；Li为检测点到剪刃的距离；Vz为轧件速度；

在t1-t0时间内，剪刃速度调至节奏时间内达到的剪切速度V1，且在保证轧件进入最小

切角a1外，计算出飞剪要旋转的圈数取整，就是飞剪要旋转的圈数。

后续剪切时，以切角位置开始计数，t2＝t3＝t4......＝L/Vz；后续的剪切时间内，飞剪

仍为变速运行；

尾尺剪切时，为保证节奏时间大于2s，尾尺长度为L尾/Vz＞2s。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全自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转辙器

转动角度θ为：

θ＝(W+2SD+D)/DP-Q

其中，W为剪刃宽度；D为轧件直径；SD为安全距离，保证轧件与剪刃不发生干涉的安全预

留；DP-Q为P点到Q点的距离，P点为转辙器转动中心，Q点为剪刃中心线与转辙器中心线的交

点；上述转辙器转动角度一般情况下应保证θ＜4°。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365541 A

2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全自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设一个

剪切周期内剪刃转数为N；当剪刃运行到N-1转且剪刃角度α＞-a1时，转辙器开始启动；a1为

高速飞剪允许轧件进入的最小切角；此时飞剪速度为V1；设转辙器由转辙器电机中心线与

转辙器A线位置的交点向转辙器电机中心线与转辙器B线位置的交点运行，在剪刃由剪刃角

度-α的位置运行到剪刃角度α的位置，转辙器应到达转辙器电机中心线与转辙器中间位置

的交点；

转辙器运行轨迹从M点到N点近似为直线，匀速运行，速度为Vz：

Vz＝Dom/TA-B

其中，Dom为OM之间的距离， Dpo为固定端P点到推杆运行中心O点的距

离TA-B剪刃从A点运行到B点所用时间TA-B：

其中，D为剪刃回转直径，单位：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全自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轧线

上产生1#飞剪切尾信号或1#飞剪前热金属检测信号的下降沿到来后，进入倍尺优化阶段；

此时，计算剩余钢长，并判断当前要剪切的轧件已通过高速飞剪的长度，如果超过工艺设定

的倍尺长度的一半，则当前轧件不进行倍尺优化，按照工艺设定的倍尺长度剪切，从下一根

轧件开始优化；否则，从当前轧件开始进行倍尺优化剪切。

8.如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高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全自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剩余钢

长的计算方式为：剩余钢长∑L＝L总长-L1-L2-……-Ln；其中，L总长为总钢长；L1～Ln为第1～n根

轧件倍尺长度；

上述具体优化剪切的方式为：

需在保证工艺允许上冷床的最小长度Lmin前提下进行优化剪切：

a、若∑L-Ln-2-Ln-3>Lmin，则按照设定倍尺进行优化；其中，Ln-2为倒数第二根轧件倍尺长

度；Ln-3为倒数第三根轧件倍尺长度；

b、若∑L-(Ln-2-ld)-(Ln-3-ld)>Lmin，则倒数第二根和倒数第三根轧件倍尺长度各减去一

个定尺长度进行剪切。否则，仍根据原设定的倍尺长度进行剪切；其中，ld为定尺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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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速棒材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域设备的全自动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全自动控制方法，属于高棒生产线自动控

制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高速上钢区是高棒生产线中重要的设备区域之一，很大程度上决定高棒生产线的

生产质量、节奏和产量。

[0003] 高速上钢区的设备包括高速飞剪、转辙器、制动辊及转鼓。高速飞剪以工艺要求的

超前轧件的速度高速旋转，转辙器和转鼓都处于等待位置。轧件从高速飞剪前的精轧机出

口过来，由高速飞剪把轧件分断成人机界面(HMI)上预先设定的长度，转辙器的动作与高速

飞剪剪切配合；制动辊和转鼓有A线和B线两组设备，当高速飞剪剪切完成飞剪后控制系统

检测到钢尾信号后，制动辊夹持住钢尾，当另一个钢尾检测信号来时，制动辊打开，确保钢

坯正常上冷床；每次飞剪剪切完成后，A线和B线上的转鼓交替转动往冷床上送钢。

[0004] 高速上钢区域的控制是高棒生产线的关键技术之一，其高速飞剪精准剪切、转辙

器及时动作及转鼓精准定位很大程度上决定成品上冷床的顺畅及节奏，该区域的控制精准

度影响着后续生产线的工艺流程、成品质量及产量。

[0005] 如何通过PLC系统合理地进行高速上钢区域的控制，根据生产要求控制高速上钢

区轧制节奏，对于提升国内高棒生产线的自动控制水平、提高高速棒材生产线的产能，都具

有重大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高速上钢区域各个设备的运行稳定性、可靠性和

停位精准性，获得理想的生产节奏，提出一种高速棒材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域的速度控制、位

置控制及设备控制的全自动控制方法。

[0007] 本发明高速棒材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域设备的全自动控制方法，高速上钢区的设备

包括高速飞剪、转辙器、制动辊及转鼓四部分。其中，制动辊与转鼓包括A线和B线两组设备。

[0008] 具体步骤如下；

[0009] 步骤一：高速飞剪以工艺要求的超前轧件的速度高速旋转，转辙器和转鼓均处于

等待位置。

[0010] 步骤二：轧件从高速飞剪前的精轧机出口向高速飞剪处移送，由高速飞剪把轧件

分断为人机监控界面上设定的倍尺长度。同时转辙器动作以配合飞剪剪切，飞剪剪切后，转

辙器转到另一侧的等待位置。

[0011] 步骤三：当高速飞剪剪切完成后，飞剪后方热金属检测器和转毂前方热金属检测

器分信号后，需要动作的制动辊打开；制动辊以超前轧件速度Va运行，当高速飞剪完成剪

切，轧件的尾部到达飞剪后方热金属检测器时，向制动辊发出信号，制动辊夹持轧件减速制

动运行，减速运行速度Vb。当轧件尾部到达转毂前方热金属检测器时，制动辊打开并加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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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Va。同时转鼓开始旋转；每次高速飞剪剪切完成后，A线和B线上的转鼓交替，周期性变

速转动往冷床上送轧件。

[0012]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高速棒材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域设备的全自动控制方

法,实现了高棒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域的全自动控制，通过合理控制高速上钢区域各个设备

的动作，提出了高速上钢区域有关设备的控制方法，保证了产品的精度和质量；提出了高速

飞剪、转辙器及转鼓控制的方法，提高了生产线的轧制节奏。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高速棒材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域设备的全自动控制方法中高速上钢区

域各个设备布置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高速棒材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域设备的全自动控制方法中高速飞剪剪

切方式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高速棒材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域设备的全自动控制方法中转辙器动作

角度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高速棒材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域设备的全自动控制方法中高速飞剪、

制动辊及转鼓位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8] 本发明高速棒材生产线高速上钢区域设备的全自动控制方法，高速上钢区的设备

包括高速飞剪、转辙器、制动辊及转鼓四部分，如图1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0019] 步骤一：高速飞剪以工艺要求的超前轧件的速度高速旋转，转辙器和转鼓均处于

等待位置。

[0020] 步骤二：轧件从高速飞剪前的精轧机出口向高速飞剪处移送，由高速飞剪把轧件

分断为人机监控界面(HMI)上设定的倍尺长度，同时转辙器动作以配合飞剪剪切，飞剪剪切

后，转辙器转到另一侧的等待位置；

[0021] 步骤二中，为了高速飞剪正常剪切，允许轧件进入的最小切角a1，不允许轧件进入

角度为a1至-a1之间所述首先，如图2所示，计算高速飞剪正常剪切时允许轧件进入的最小切

角a1；

[0022] a1＝arcos(rj-rz/rj)

[0023] 其中，rj为剪切半径；rz为轧件半径；

[0024] 同时，高速飞剪的剪刃采用变速运行方式，令剪刃的初始速度为Vr，节奏时间(每

根过钢的间隙时间)内达到剪切速度V1，且剪刃到达剪切位置。其中，Vr＝Vz*(1+δ)；Vz为轧

件速度；δ为超前系数；V1＝Vr+ΔV；ΔV为速度调整值。

[0025] 设剪刃在任意位置时，高速飞剪前方热金属检测器检测点检测到轧件的时间为

t0，在t0时刻，剪刃速度为Vr。

[0026] 剪刃首刀剪切时间为：

[0027] t1＝(L+Li)/Vz

[0028] 其中，L为工艺要求的倍尺长度；Li为检测点到剪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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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在t1-t0时间内，剪刃速度调至V1，且在保证轧件进入最小切角a1外，计算出飞剪要

旋转的圈数取整，就是飞剪要旋转的圈数。

[0030] 后续剪切时，以切角位置开始计数，t2＝t3＝t4......＝L/Vz；后续的剪切时间内，

飞剪仍为变速运行。

[0031] 尾尺剪切时，为保证节奏时间大于2s，尾尺长度为L尾/Vz＞2s。

[0032] 步骤二中，转辙器转动角度θ为：

[0033] θ＝(W+2SD+D)/DP-Q

[0034] 其中，W为剪刃宽度；D为轧件直径；SD为安全距离，保证轧件与剪刃不发生干涉的

安全预留；DP-Q为P点到Q点的距离，P点为转辙器转动中心，Q点为剪刃中心线与转辙器中心

线的交点，如图3所示。上述转辙器转动角度一般情况下应保证θ＜4°。

[0035] 设一个剪切周期内剪刃转数为N。当剪刃运行到N-1转且剪刃角度α＞-a1时，转辙

器开始启动，此时飞剪速度为V1。设转辙器由M点(转辙器电机中心线与转辙器A线位置的交

点)向N点(转辙器电机中心线与转辙器B线位置的交点)运行，在剪刃由A点(剪刃角度-α的

位置)运行到B点前(剪刃角度α的位置)，转辙器应到达O点(转辙器电机中心线与转辙器中

间位置的交点)。

[0036] 转辙器运行轨迹从M点到N点近似为直线，匀速运行，速度为Vz：

[0037] Vz＝Dom/TA-B

[0038] 其中，Dom为OM之间的距离， Dpo为固定端P点到推杆运行中心O

点的距离TA-B剪刃从A点运行到B点所用时间TA-B：

[0039]

[0040] 其中，D为剪刃回转直径，单位：m。

[0041] 步骤三、当高速飞剪剪切完成后，飞剪后方热金属检测器(检测点1)和转毂前方热

金属检测器(检测点2)分别都检测到轧件的钢尾信号后，需要动作的制动辊打开，确保轧件

正常上冷床，如图4所示；

[0042] 所述制动辊与转鼓包括A线和B线两组设备；每次高速飞剪剪切完成后，A线和B线

上的转鼓交替，周期性变速转动往冷床上送轧件。

[0043] 上述制动辊以超前轧件速度Va运行，当高速飞剪完成剪切，轧件的尾部到达检测

点1时，向制动辊发出信号，制动辊夹持轧件减速制动运行，减速运行速度Vb；当轧件尾部到

达检测点2，制动辊打开并加速运行至Va；同时转鼓开始旋转。根据工艺要求，制动辊加速和

减速时间要小于1秒。

[0044] 上述转鼓分两线交替动作，每个动作周期内转鼓装置旋转90度，工艺要求转鼓从

开始旋转到旋转到位要小于等于1.2秒。PLC系统给转鼓的传动装置通过Profibus-DP网发

送转动命令，传动装置接到该命令后完成转鼓旋转90度后停止的控制。

[0045] 本发明中当轧线上产生1#飞剪切尾信号或1#飞剪前热金属检测信号的下降沿到

来后，还需进入倍尺优化阶段。此时，计算剩余钢长，并判断当前要剪切的轧件已通过高速

飞剪的长度，如果超过工艺设定的倍尺长度的一半，则当前轧件不进行倍尺优化，按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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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的倍尺长度剪切，从下一根轧件开始优化；否则，从当前轧件开始进行倍尺优化剪切。

[0046] 上述剩余钢长的计算方式为：

[0047] 取1#飞剪切尾信号或1#飞剪后热金属检测器的信号，计算剩余钢长∑L：

[0048] ∑L＝L总长-L1-L2-..-Ln

[0049] 其中，L总长为总钢长；L1～Ln为第1～n根轧件倍尺长度。

[0050] 上述具体优化剪切的方式为：

[0051] 需在保证工艺允许上冷床的最小长度Lmin前提下进行优化剪切：

[0052] 1、若∑L-Ln-2-Ln-3>Lmin，则按照设定倍尺进行剪切；其中，Ln-2为倒数第二根轧件倍

尺长度；Ln-3为倒数第三根轧件倍尺长度。

[0053] 2、若∑L-(Ln-2-ld)-(Ln-3-ld)>Lmin，则倒数第二根和倒数第三根轧件倍尺长度各减

去一个定尺长度进行剪切。否则，仍根据原设定的倍尺长度进行剪切；其中，ld为定尺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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