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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

控制方法，所述高强钢板由连铸坯经所述板形控

制方法制成，所述板形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加热；2)除鳞；3)轧制；4)在线淬火；5)缓冷；6)

回火。该方法对于在没有配备预矫直机的中厚板

生产线，通过板形控制工艺，提高在线淬火高强

钢板的板形质量，回火后板形不平度控制在7mm/

2m以下，避免调质挽救和改尺，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成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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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80mm，所述高强钢板由连铸坯经所述板形控制方法制成，所

述板形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加热：将所述连铸坯在加热炉中加热到1170-1230℃，加热速度为8-10min/cm，所述

连铸坯出炉温度为1213-1225℃；

2)除鳞：利用预除鳞机系统对加热完毕的所述连铸坯进行高压水除鳞，高压水压力为

23-26Mpa；

3)轧制：使用双机架，采用奥氏体再结晶区和奥氏体未再结晶区两相区轧制，

在奥氏体再结晶区轧制时，粗轧5-9道次，前两个道次压下率在10％以上，采用大压下

率充分细化奥氏体晶粒，将所述连铸坯的厚度轧制为成品厚度的2.1-3.5倍，

在奥氏体未再结晶区轧制时，精轧8-10道次及1末道次，开轧温度940-1000℃，终轧温

度为850-890℃，所述末道次不带压下量空过，最后一个带负荷道次轧制力小于1500吨，

轧制后得到所述高强钢板；

4)在线淬火：经过步骤3)后，采用MULPIC冷却系统对所述高强钢板进行在线淬火；

在所述步骤4)中，采用MULPIC冷却系统对所述高强钢板进行在线淬火时，开冷温度为

800-850℃，冷却速度为5-25℃/s，终冷温度为200℃以下；

在所述步骤4)中，根据所述高强钢板的规格设置头尾遮挡数量、遮挡长度和遮挡比例，

其中：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30mm时，使用4-6组头尾遮挡，遮挡长度为3-5m，遮挡比例

为50-60％；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0.1-50mm时，使用3-5组头尾遮挡，遮挡长度为2-4m，遮挡比

例为40-50％；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50.1-80mm时，使用1-3组头尾遮挡，遮挡长度为1-3m，遮挡比

例为40％-50％；

5)缓冷：经过步骤4)后，将所述高强钢板立即倒运到缓冷区域堆垛，均匀冷却24～48小

时后切割；

6)回火：经过步骤5后进行回火热处理，回火热处理温度为580-660℃，保温时间15-30

分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4)中，所述MULPIC系统分为A、

B、C和D四个区共24个集管，A区冷却方式为在线淬火模式，B、C和D区冷却方式为加速冷却模

式，其中A区的6个集管设置有头尾遮挡功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4)中，MULPIC系统设置有头尾

遮挡功能，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80mm时，使用1-6组头尾遮挡，遮挡长度为1-5m，遮

挡比例为40-60％，水温在20-33℃时上下表面的水比为0.25-0.8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4)中，当环境温度>28℃，水温

在20-29℃时，上下表面水比按如下方式设置：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30mm时，水比为0.48-0.58；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0.1-35mm时，水比为0.39-0.45；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5.1-40mm时，水比为0.2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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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40.1-50mm时，水比为0.65-0.77；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50.1-80mm时，水比为0.55-0.6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4)中，当环境温度>28℃，水温

在30-33℃时，上下表面水比按如下方式设置：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30mm时，水比为0.53-0.64；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0.1-35mm时，水比为0.44-0.55；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5.1-40mm时，水比为0.36-0.55；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40.1-50mm时，水比为0.67-0.82；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50.1-80mm时，水比为0.62-0.7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4)中，当环境温度≤28℃，水温

在20-29℃时，上下表面水比按如下方式设置：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30mm时，水比为0.42-0.52；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0.1-35mm时，水比为0.34-0.41；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5.1-40mm时，水比为0.25-0.41；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40.1-50mm时，水比为0.58-0.65；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50.1-80mm时，水比为0.51-0.6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4)中，当环境温度≤28℃，水温

在30-33℃时，上下表面水比按如下方式设置：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30mm时，水比为0.48-0.58；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0.1-35mm时，水比为0.39-0.50；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5.1-40mm时，水比为0.31-0.52；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40.1-50mm时，水比为0.62-0.73；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50.1-80mm时，水比为0.58-0.7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经所述板形控制方法制成的所述高强钢板

的不平度小于7mm/2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经所述板形控制方法制成的所述高强钢板

的强度级别为550Mpa和69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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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加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厚度为20-80mm的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

板形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板在线淬火工艺，是指在轧线上实现直接淬火的工艺。通过钢板在线淬火工艺

制得的钢比传统淬火制得的钢具有更高的强韧性和淬透性，可大幅度减少合金元素含量而

降低碳当量，改善焊接等工艺性能，收到高效、节材和降耗的多重效果，所以在线淬火技术

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0003] 受高强钢板强度高、冷却强度大的影响，板形平直度是困扰在线淬火高强钢工艺

的产品研发的主要难题，也是近几年来轧钢、冷却理论和技术的核心问题。在线淬火工艺高

强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高强钢板轧制后尾部出现蛇形弯及其它板形缺陷，经在

线淬火后弯曲程度加剧，特别是对于没有配备预矫直机的生产线，板形缺陷更大；二是在线

淬火工艺冷却强度大，高强钢板内部应力复杂难控，出现上凸、下凹、翘头翘尾、锅形等板形

缺陷；三是高强钢板经在线淬火温度降低到200℃以下时，无法使用热矫直机矫平，所有板

形缺陷只能通过热处理挽救或改尺，严重提高了生产成本和降低了成材率。

[0004] 公开号为CN101367091的中国专利《高强钢板的板形控制方法》公开了一种高强钢

板的板形控制方法，主要步骤为加热→轧制→轧后冷却→矫直，控制加热温度、轧制压力、

轧制温度、单道次压下量、轧制速度和冷却温度等方面。该高强钢板采用TMCP工艺(Thermo 

Mechanical  Control  Process热机械控制工艺)，终冷温度为560-620℃，通过控制轧制、冷

却参数提高板形控制能力；公开号为CN106350645的中国专利《一种水电用宽厚板的在线淬

火及板形控制工艺》公开了一种水电钢在线淬火生产工艺及板形控制方法，该工艺以“正向

喷射+正向喷射+反向喷射”为单元进行射流冷却在线淬火，在射流冲击区域冷却水与钢板

表面换热的同时，将绝大部分冷却水限制在“正向喷射+正向喷射+反向喷射”为单元的射流

冲击区域。按照水电用(宽)厚板的厚度规格分类，选用通过式冷却或摆动式冷却在线淬火，

实现冷却水与钢板最大的换热效率，并得到良好的冷却板形。该方法借助冷却设备前的预

矫直机预先对轧后板形进行矫平，再利用冷却装置对钢板进行正向、反向喷射并结合摆动

冷却来改善在线淬火钢板的板形。

[0005] 分析测试表明，对于TMCP钢板采用公开号为CN101367091的中国专利公开的方法，

对于需冷却到200℃以下的在线淬火钢板的板形没有改善作用；公开号为CN106350645的中

国专利公开的方法主要借助于预矫直机及正、反喷射及摆动冷却，对于没有预矫直机设备、

没有反向喷射、摆动冷却功能的生产线，没有提及板形控制方式。两种方法均未提及环境温

度、水温变化时的水比控制方案。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控制方法，该方法对于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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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配备预矫直机的中厚板生产线，通过板形控制工艺，提高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质量，

回火后板形不平度控制在7mm/2m以下，避免调质挽救和改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成材率。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强钢板由连铸坯经

所述板形控制方法制成，所述板形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加热：将所述连铸坯在加热炉中加热到1170-1230℃，加热速度为8-10min/cm，

所述连铸坯出炉温度为1210-1225℃；

[0010] 2)除鳞：利用预除鳞机系统对加热完毕的所述连铸坯进行高压水除鳞，高压水压

力为23-26Mpa；

[0011] 3)轧制：使用双机架，采用奥氏体再结晶区和奥氏体未再结晶区两相区轧制，在奥

氏体再结晶区轧制时，粗轧5-9道次，前两个道次压下率在10％以上，采用大压下率充分细

化奥氏体晶粒，将所述连铸坯的厚度轧制为成品厚度的2.1-3.5倍，在奥氏体未再结晶区轧

制时，精轧8-10道次及1末道次，开轧温度940-1000℃，终轧温度为850-890℃，轧制后得到

所述高强钢板；

[0012] 4)在线淬火：经过步骤3)后，采用MULPIC冷却系统对所述高强钢板进行在线淬火；

[0013] 5)缓冷：经过步骤4)后，将所述高强钢板立即倒运到缓冷区域堆垛，均匀冷却24～

48小时后切割；

[0014] 6)回火：经过步骤5后进行回火热处理，回火热处理温度为580-660℃，保温时间

15-30分钟。

[0015] 进一步地，在上述方法的所述步骤3)中，所述末道次不带压下量空过，最后一个带

负荷道次轧制力小于1500吨。

[0016] 进一步地，在上述方法的所述步骤4)中，采用MULPIC冷却系统对所述高强钢板进

行在线淬火时，开冷温度为800-850℃，冷却速度为5-25℃/s，终冷温度为200℃以下；

[0017] 优选地，所述MULPIC系统分为A、B、C和D四个区共24个集管，A区冷却方式为在线淬

火模式，B、C和D区冷却方式为加速冷却模式，其中A区的6个集管设置有头尾遮挡功能；

[0018] 优选地，MULPIC系统设置有头尾遮挡功能，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80mm时，

使用1-6组头尾遮挡，遮挡长度为1-5m，遮挡比例为40-60％，水温在20-33℃时上下表面的

水比为0.25-0.82。

[0019] 进一步地，在上述方法的所述步骤4)中，根据所述高强钢板的规格设置头尾遮挡

数量、遮挡长度和遮挡比例，其中：

[0020]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30mm时，使用4-6组头尾遮挡，遮挡长度为3-5m，遮挡

比例为50-60％；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0.1-50mm时，使用3-5组头尾遮挡，遮挡长度为

2-4m，遮挡比例为40-50％；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50.1-80mm时，使用1-3组头尾遮挡，遮

挡长度为1-3m，遮挡比例为40％-50％。

[0021] 进一步地，在上述方法的所述步骤4)中，当环境温度>28℃，水温在20-29℃时，上

下表面水比按如下方式设置：

[0022]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30mm时，水比为0.48-0.58；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

为30.1-35mm时，水比为0.39-0.45；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5.1-40mm时，水比为0.28-

0.44；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40.1-50mm时，水比为0.65-0.77；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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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80mm时，水比为0.55-0.66。

[0023] 进一步地，在上述方法的所述步骤4)中，当环境温度>28℃，水温在30-33℃时，上

下表面水比按如下方式设置：

[0024]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30mm时，水比为0.53-0.64；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

为30.1-35mm时，水比为0.44-0.55；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5.1-40mm时，水比为0.36-

0.55；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40.1-50mm时，水比为0.67-0.82；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

50.1-80mm时，水比为0.62-0.78。

[0025] 进一步地，在上述方法的所述步骤4)中，当环境温度≤28℃，水温在20-29℃时，上

下表面水比按如下方式设置：

[0026]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30mm时，水比为0.42-0.52；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

为30.1-35mm时，水比为0.34-0.41；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5.1-40mm时，水比为0.25-

0.41；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40.1-50mm时，水比为0.58-0.65；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

50.1-80mm时，水比为0.51-0.62。

[0027] 进一步地，在上述方法的所述步骤4)中，当环境温度≤28℃，水温在30-33℃时，上

下表面水比按如下方式设置：

[0028] 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20-30mm时，水比为0.48-0.58；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

为30.1-35mm时，水比为0.39-0.50；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35.1-40mm时，水比为0.31-

0.52；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40.1-50mm时，水比为0.62-0.73；当所述高强钢板的厚度为

50.1-80mm时，水比为0.58-0.72。

[0029] 进一步地，在上述方法中，经所述板形控制方法制成的所述高强钢板的不平度小

于7mm/2m。

[0030] 进一步地，在上述方法中，经所述板形控制方法制成的所述高强钢板的强度级别

为550Mpa和690Mpa。

[0031] 分析可知，本发明公开一种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控制方法，其中高强钢板的

品种的级别为550Mpa和690Mpa，厚度为20-80mm，工艺流程包括加热、除鳞、轧制、在线淬火、

缓冷和回火。轧制阶段采用高温轧制及限定轧制力的方式，保证均匀变形，避免出现弯曲和

浪形等板形缺陷。在线淬火阶段根据产品的规格、环境的温度和水温设置水比和头尾遮挡

等工艺，提高长度方向、厚度方向冷却均匀性，减少内部残余应力，改善冷却板形。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各个示例通过本发明的解释的方式提供而

非限制本发明。实际上，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清楚，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或精神的情况

下，可在本发明中进行修改和变型。例如，示为或描述为一个实施例的一部分的特征可用于

另一个实施例，以产生又一个实施例。因此，所期望的是，本发明包含归入所附权利要求及

其等同物的范围内的此类修改和变型。

[003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控制方法，其中高强钢板的强度级别

为550Mpa和690Mpa，厚度为20-80mm(比如：20mm、30mm、40mm、50mm、60mm、70mm、80mm)。

[0034] 工艺流程：

[0035] 加热→除鳞→轧制→在线淬火→缓冷→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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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高强钢板的主要成分按重量百分比为：

[0037] C：0 .12～0 .16％，Si：0 .20～0 .27％，Mn：1 .25～1 .50％，P：≤0 .010％；S：≤

0.006％，Ni：0～0.31％，Cr：0.17～0.35％，Nb：0.024～0.03％，V：0～0.04％，Ti：0.015～

0.025％，Mo：0.21～0.35％，B：0.0011～0.0015％，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38] 本发明的高强钢板的板形控制方法的步骤及原理如下：

[0039] 1、加热

[0040] 将连铸坯在加热炉中加热到1170-1230℃(比如1170℃、1180℃、1190℃、1200℃、

1210℃、1220℃、1230℃)，加热速度为8-10min/cm(比如8min/cm、8.3min/cm、8.5min/cm、

8.7min/cm、9min/cm、9.3min/cm、9.5min/cm、9.7min/cm、10min/cm)，连铸坯出炉温度为

1210-1225℃(比如1210℃、1213℃、1215℃、1217℃、1220℃、1223℃、1225℃)，采用高温出

炉目的在于提高轧制阶段的温度，改善轧后尾部蛇形弯缺陷。

[0041] 2、除鳞

[0042] 利用预除鳞机系统对加热完毕的连铸坯进行高压水除鳞，高压水压力为23-

26Mpa。

[0043] 3、轧制

[0044] 使用双机架，采用奥氏体再结晶区和奥氏体未再结晶区两相区轧制，在奥氏体再

结晶区轧制时，粗轧5-9道次，前两个道次压下率在10％以上，采用大压下率充分细化奥氏

体晶粒，将厚度轧制为成品厚度的2.1-3.5倍(比如：2.1倍、2.2倍、2.3倍、2.4倍、2.5倍、2.6

倍、2.7倍、2.8倍、2.9倍、3.0倍、3.1倍、3.2倍、3.3倍、3.4倍、3.5倍)，保证粗轧后板形平直，

无扣翘头现象。

[0045] 在奥氏体未再结晶区轧制时，精轧8-10道次(比如：8道次、9道次、10道次)及1末道

次，开轧温度940-1000℃(比如：940℃、950℃、960℃、970℃、980℃、990℃、1000℃)，终轧温

度为850-890℃(比如：850℃、855℃、860℃、865℃、870℃、875℃、880℃、885℃、890℃)，末

道次不带压下量空过，最后一个带负荷道次轧制力小于1500吨，轧制后得到高强钢板。

[0046] 在没有预矫直机情况下，末道次不带压下量空过，对高强钢板起到平整的作用，此

阶段高温轧制及限定轧制力的主要目的是减小轧制负荷，保证高强钢板均匀变形，避免出

现弯曲和浪形。

[0047] 4、在线淬火

[0048] 经过步骤3结束后，采用MULPIC冷却系统对高强钢板进行在线淬火，开冷温度为

800-850℃，冷却速度为5-25℃/s(比如：5℃/s、6℃/s、7℃/s、8℃/s、9℃/s、10℃/s、11℃/

s、12℃/s、13℃/s、14℃/s、15℃/s、16℃/s、17℃/s、18℃/s、19℃/s、20℃/s、21℃/s、22℃/

s、23℃/s、24℃/s、25℃/s)，终冷温度为200℃以下。

[0049] MULPIC系统分为A、B、C和D四个区共24个集管，A区冷却方式为DQ(在线淬火)模式，

B、C和D区冷却方式为ACC(加速冷却)模式，其中A区的6个集管设置有头尾遮挡功能。

[0050] 为了控制高强钢板长度方向的冷却均匀性，根据高强钢板的规格设置头尾遮挡数

量、遮挡长度和遮挡比例，头尾遮挡控制比例详见表1。

[0051] 表1：头尾遮挡控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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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0054] 当水温升高时，高强钢板上表面冷却强度弱化，为了控制高强钢板厚度方向的冷

却均匀性，避免上凸、下凹、翘头翘尾、锅形等板形缺陷，需要增加上表面水量，提高上下表

面的水比。根据高强钢板的规格、水温和环境温度分别确定上下表面水比设置方式，上下表

面水比设置方式详见表2和表3。

[0055] 表2：上下表面水比的设置方式(环境温度>28℃)

[0056]

[0057] 表3：上下表面水比的设置方式(环境温度≤28℃)

[0058]

[0059] 5、缓冷

[0060] 经过步骤4后，将高强钢板立即倒运到缓冷区域堆垛，使应力均匀释放，避免二次

变形，均匀冷却24～48小时(比如：24小时、26小时、28小时、30小时、32小时、34小时、36小

时、38小时、40小时、42小时、44小时、46小时、48小时)后切割，保证应力均匀释放。

[0061] 6、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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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经过步骤5后进行回火热处理，回火热处理温度为580-660℃(580℃、590℃、600

℃、610℃、620℃、630℃、640℃、650℃、660℃)，保温时间15-30分钟(比如15分钟、18分钟、

21分钟、24分钟、27分钟、30分钟)。

[0063] 实施例1：

[0064] 本实施例的高强钢板的钢种为Q690D，成品厚度40mm。

[0065] 本实施例中的高强钢板的主要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为：C：0.15％，Si：0.26％，

Mn：1 .45％，P：0.010％，S：0.006％，Ni：0.25％，Cr：0.32％，Nb：0.03％，V：0.04％，Ti：

0.025％，Mo：0.31％，B：0.0015％，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66] 包括如下步骤：

[0067] 1、加热：将连铸坯在加热炉加热，加热温度为1220℃，加热速度为9min/cm，连铸坯

出炉温度为1215℃。

[0068] 2、除鳞：利用预除鳞机系统对加热完毕的连铸坯进行高压水除鳞，高压水压力为

25Mpa。

[0069] 3、轧制：使用双机架，采用奥氏体再结晶区和奥氏体未再结晶区两相区轧制，在奥

氏体再结晶区轧制时，粗轧7道次，将连铸坯的厚度轧为成品厚度的3.1倍；在奥氏体未再结

晶区精轧时，开轧温度为960℃，轧制8道次及1末道次，终轧温度为885℃，末道次空过，最后

一个带负荷道次轧制力为1390吨，轧制后得到高强钢板。

[0070] 4、在线淬火：经过步骤3结束后，采用MULPIC冷却系统对高强钢板进行在线淬火，

开冷温度为838℃，冷却速度为10℃/s，终冷温度为155℃。头尾遮挡使用4组，遮挡长度为

2.8m，遮挡比例为42％，环境温度26.5℃，水温28℃，上下表面水比为0.38。

[0071] 5、缓冷：高强钢板经过步骤4后，快速倒运到缓冷区域堆垛，均匀冷却36小时后切

割。

[0072] 6、回火：经过步骤5后进行回火热处理，回火热处理温度为610℃，保温20分钟。

[0073] 7、经由上述工艺制造的40mm厚的Q690D高强度结构钢板成品板形优良，不平度为

4mm/2m。

[0074] 实施例2：

[0075] 本实施例的高强钢板的钢种Q690D，成品厚度25mm。

[0076] 本实施例中的高强钢板的主要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为：C：0.15％，Si：0.21％，

Mn：1.25％，P：0.010％，S：0.006％，Cr：0.24％，Nb：0.028％，Ti：0.023％，Mo：0.26％，B：

0.0013％，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77] 包括如下步骤：

[0078] 1、加热：将连铸坯在加热炉加热，加热温度为1220℃，加热速度为8min/cm，连铸坯

出炉温度为1220℃。

[0079] 2、除鳞：利用预除鳞机系统对加热完毕的连铸坯进行高压水除鳞，高压水压力为

24.5Mpa。

[0080] 3、轧制：使用双机架，采用奥氏体再结晶区和奥氏体未再结晶区两相区轧制，在奥

氏体再结晶区轧制时，粗轧7道次，将连铸坯的厚度轧为成品厚度的3.2倍；在奥氏体未再结

晶区精轧时，开轧温度为970℃，轧制10道次及1末道次，终轧温度为872℃。末道次空过，最

后一个负荷道次轧制力为1436吨，轧制后得到高强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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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4、在线淬火：经过步骤3后，采用MULPIC冷却系统对高强钢板进行在线淬火，开冷

温度为828℃，冷却速度为23℃/s，终冷温度为135℃。头尾遮挡使用5组，遮挡长度为3.7m，

遮挡比例为56％，环境温度15.6℃，水温26℃，上下表面水比为0.52。

[0082] 5、缓冷：高强钢板经过步骤4后，将高强钢板立即倒运到缓冷区域堆垛，均匀冷却

24小时后进行切割。

[0083] 6、回火：经过步骤5后进行回火热处理，回火热处理温度为650℃，保温25分钟。

[0084] 7、经由上述工艺制造的25mm厚的Q690D高强度结构钢板成品板形优良，不平度为

6mm/2m。

[0085] 实施例3：

[0086] 本实施例的高强钢板的钢种550Mpa，成品厚度60mm。

[0087] 本实施例中的高强钢板的主要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为：C：0.13％，Si：0.22％，

Mn：1.28％，P：0.010％，S：0.006％，Cr：0.24％，Nb：0.024％，Ti：0.015％，Mo：0.23％，B：

0.0012％，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88] 包括如下步骤：

[0089] 1、加热：将连铸坯在加热炉加热，加热温度为1230℃，加热速度为9min/cm，连铸坯

出炉温度为1225℃。

[0090] 2、除鳞：利用预除鳞机系统对加热完毕的连铸坯进行高压水除鳞，高压水压力为

25.5Mpa。

[0091] 3、轧制：使用双机架，采用奥氏体再结晶区和奥氏体未再结晶区两相区轧制，在奥

氏体再结晶区轧制时，粗轧7道次，将连铸坯的厚度轧为成品厚度的2.5倍；在奥氏体未再结

晶区精轧时，开轧温度为985℃，轧制10道次及1末道次，终轧温度为872℃。末道次空过，最

后一个带负荷道次轧制力为1425吨，轧制后得到高强钢板。

[0092] 4、在线淬火：经过步骤3后，采用MULPIC冷却系统对高强钢板进行在线淬火，开冷

温度为838℃，冷却速度为6℃/s，终冷温度为139℃。头尾遮挡使用2组，遮挡长度为1.8m，遮

挡比例为42％，环境温度30.6℃，水温31.6℃，上下表面水比为0.63。

[0093] 5、缓冷：高强钢板经过步骤4后，将高强钢板立即倒运到缓冷区域堆垛，均匀冷却

48小时后进行切割。

[0094] 6、回火：经过步骤5后进行回火热处理，回火热处理温度为630℃，保温20分钟。

[0095] 7、经由上述工艺制造的60mm厚的Q550D高强度结构钢板成品板形优良，不平度为

3mm/2m。

[0096]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本发明上述的实施例实现了如下技术效果：

[0097] 本发明公开一种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控制方法，其中高强钢板的品种的级别

为550Mpa和690Mpa，厚度为20-80mm，工艺流程包括加热、除鳞、轧制、在线淬火、缓冷和回

火。轧制阶段采用高温轧制及限定轧制力的方式，保证均匀变形，避免出现弯曲和浪形等板

形缺陷。在线淬火阶段根据产品的规格、环境的温度和水温设置水比和头尾遮挡等工艺，提

高长度方向、厚度方向冷却均匀性，减少内部残余应力，改善冷却板形。

[0098] 本发明有以下优点：

[0099] (1)在没有预矫直机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加热、轧制、在线淬火、缓冷、回火等工艺，

提高在线淬火高强钢板的板形质量，板形不平度控制在7mm/2m以下，减少挽救和改尺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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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产成本，提高成材率。

[0100] (2)采用两阶段高温轧制的工艺方式，降低轧制负荷，改善轧制后高强钢板的板

形，避免出现蛇形弯等板形缺陷。

[0101] (3)根据产品规格、环境温度和水温设置水比和头尾遮挡等工艺，提高长度方向、

厚度方向冷却均匀性，减少内部残余应力，提高冷却板形。

[0102] (4)高强钢板生产完后快速下线缓冷，均匀冷却后才能切割，保证应力均匀释放。

[010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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