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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级别无取向硅钢热连轧

生产方法，装炉温度控制在≥400℃，控制在炉时

间190～240min；二加热段设定值≤1220℃；控制

加热炉均热段上下表面炉温温差在30～50℃，均

热段设定值≤1190℃，均热时间35～45min；出炉

温度控制在1120±20℃；炉后除鳞，粗轧工作辊

冷却水压力控制0.8～0.9MPa；精轧终轧温度控

制840～870℃；精轧穿带速度10.5～11.8m/s，最

大轧制速度14.8m/s；层流冷却终冷温度控制在

680±20℃。优点是：可作为优良的冷轧硅钢原

料，板形合格率达到98 .7％，边裂缺陷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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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级别无取向硅钢热连轧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该高级别无取向硅钢的硅含

量：Si  3.0％～3.5％，该高级别无取向硅钢的热连轧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硅钢板坯尺寸：硅钢板坯宽度＝带钢成品宽度+40mm，硅钢板坯长度：9.5～11.5m；

2)硅钢板坯加热：

装炉温度控制在≥400℃，控制在炉时间190～240min；二加热段设定值≤1220℃；控制

加热炉均热段上下表面炉温温差在30～50℃，均热段设定值≤1190℃，均热时间35～

45min；出炉温度控制在1120±20℃；

3)粗轧工艺控制

炉后除鳞，粗轧R1、R2第一道次除鳞，其余道次不除鳞，粗轧工作辊冷却水压力控制0.8

～0.9MPa，粗轧末道次轧制温度控制在960±20℃，控制粗轧R1、R2上下辊速度平衡为1％以

下；

4)精轧工艺控制

精轧除鳞箱单排投入，机架间冷却水和辊缝冷却水不投入，冷却水压力控制0 .8～

0 .9MPa，精轧终轧温度控制840～870℃；精轧穿带速度10 .5～11 .8m/s，最大轧制速度

14.8m/s；

带钢凸度控制范围：20～35μm，楔形控制范围：≤20μm；

5)层流冷却及卷取工艺控制

层流冷却终冷温度控制在680±20℃；层流冷却采用后段冷却的方式，卷取导尺压力控

制5～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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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级别无取向硅钢热连轧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取向硅钢生产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级别无取向硅钢热连轧生产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硅钢指的是含硅量为0.5％至4.5％的极低碳硅铁合金，因结构和用途不同而被分

为无取向硅钢和取向硅钢。硅钢主要用作各种电机、发电机、压缩机、马达和变压器的铁心，

是电力、家电等行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产品。因制造技术比普钢产品严格，生产工艺复杂且

含量较高，硅钢一度被称为"钢铁产品中的工艺品"，是一个国家钢铁产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0003] 硅钢片分热轧、冷轧两种，目前市场上使用最多的是冷轧硅钢片。冷轧硅钢是以热

轧带钢原料进行冷轧生产，由于冷轧硅钢的板形质量受热轧原料遗传影响较大，因此硅钢

冷轧工序对热轧原料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其中要求热轧带钢凸度C40≤35μm，楔形C40≤

20μm，对热轧带钢的质量控制区间要求非常窄，一旦热轧生产工艺控制不当，就会造成质量

不合格，影响冷轧后的硅钢质量不合格。

[0004] 高级别硅钢的含硅量Si  3.0％～3.5％，含硅量越高，硅钢的磁性能指标越好，而

含硅量增加，会造成硅钢板坯导热系数变差，基体韧性变差，容易在加热过程中产生温度应

力裂纹和轧制过程中产生边裂，当含硅量达到3％以上时，硅钢在热轧生产过程中极易产生

边裂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含Si  3.0％～3.5％的高级别

无取向硅钢热连轧生产方法，减少带钢边裂缺陷。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高级别无取向硅钢热连轧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硅钢板坯尺寸：硅钢板坯宽度＝带钢成品宽度+40mm，硅钢板坯长度：9.5～

11.5m；

[0009] 2)硅钢板坯加热：

[0010] 装炉温度控制在≥400℃，控制在炉时间190～240min；二加热段设定值≤1220℃；

控制加热炉均热段上下表面炉温温差在30～50℃，均热段设定值≤1190℃，均热时间35～

45min；出炉温度控制在1120±20℃；

[0011] 3)粗轧工艺控制

[0012] 炉后除鳞，粗轧R1、R2第一道次除鳞，其余道次不除鳞，粗轧工作辊冷却水压力控

制0.8～0.9MPa，粗轧末道次轧制温度控制在960±20℃，控制粗轧R1、R2上下辊速度平衡为

1％以下；

[0013] 4)精轧工艺控制

[0014] 精轧除鳞箱单排投入，机架间冷却水和辊缝冷却水不投入，冷却水压力控制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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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MPa，精轧终轧温度控制840～870℃；精轧穿带速度10 .5～11 .8m/s，最大轧制速度

14.8m/s；

[0015] 带钢凸度控制范围：20～35μm，楔形控制范围：≤20μm；

[0016] 5)层流冷却及卷取工艺控制

[0017] 层流冷却终冷温度控制在680±20℃；层流冷却采用后段冷却的方式，卷取导尺压

力控制5～6MPa。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使用本发明方法生产的含硅量3.25％的无取向硅钢热轧钢卷质量合格，可作为优

良的冷轧硅钢原料，板形合格率达到98.7％，边裂缺陷率≤1.5％。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地描述，但是应该指出本发明的实施不限于以下的实施方

式。

[0021] 高级别无取向硅钢的化学成分按质量百分比为：C≤0.005％；Si：3.0％～3.5％；

Mn：0 .15％～0 .25％；P≤0 .02％；S≤0 .008％；Al：0 .8％～1 .15％；Cr≤0 .15％；Ni≤

0.15％；Cu≤0.15％；N≤0.005％；Mo≤0.05％；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22] 高级别无取向硅钢热连轧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1)轧制前后周期不排加热温度在1220℃以上的钢种；从开轧到轧制硅钢前排18块

以上低碳钢过渡材，过渡材轧制规格：厚度从4.0mm→2.5mm逐渐过渡，宽度为硅钢轧制成品

宽度+20mm以上；2.75mm厚度规格以下过渡材板坯热装，且不投入SP定宽机；

[0024] 硅钢板坯尺寸：硅钢板坯宽度＝带钢成品宽度+40mm，硅钢板坯长度：9.5～11.5m；

[0025] 2)硅钢板坯加热：

[0026] 装炉温度控制在≥400℃，控制在炉时间190～240min；二加热段设定值≤1220℃；

控制加热炉均热段上下表面炉温温差在30～50℃，均热段设定值≤1190℃，均热时间35～

45min；出炉温度控制在1120±20℃。

[0027] 3)粗轧工艺控制

[0028] 炉后除鳞，粗轧R1、R2第一道次除鳞，其余道次不除鳞，粗轧工作辊冷却水压力控

制0.8～0.9MPa，粗轧末道次轧制温度控制在960±20℃，控制粗轧R1、R2上下辊速度平衡为

1％以下。

[0029] 4)精轧工艺控制，

[0030] 精轧除鳞箱单排投入，机架间冷却水和辊缝冷却水不投入，精轧工作辊冷却水压

力控制0.8～0.9MPa，精轧终轧温度控制840～870℃；精轧穿带速度10.5～11.8m/s，最大轧

制速度14.8m/s；

[0031] 精轧F1、F2单独配用工作辊，辊型采用-50正弦辊型，带钢凸度控制范围：20～35μ

m，楔形控制范围：≤20μm；精轧F3、F4工作辊采用高速钢轧辊，F5、F6、F7使用高铬铁轧辊；

[0032] 精轧F2、F3机架侧导卫安装导轮，F2机架侧导卫使用耐磨衬板。

[0033] 5)层流冷却及卷取工艺控制

[0034] 层流冷却终冷温度控制在680±20℃；层流冷却采用后段冷却的方式，卷取导尺压

力控制5～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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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实施例

[0036] 高级别无取向硅钢热连轧生产方法：

[0037] 1)铸坯成分控制：C≤0 .005％；Si：3 .0％～3 .5％；Mn：0 .15％～0 .25％；P≤

0 .02％；S≤0 .008％；Al：0 .8％～1 .15％；Cr≤0 .15％；Ni≤0 .15％；Cu≤0 .15％；N≤

0.005％；Mo≤0.05％；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38] 2)控制在炉时间200～240min，控制加热炉均热段上下表面实际炉温温差40～50

℃，出钢温度控制在1130～1140℃；

[0039] 3)粗轧工作辊冷却水压力控制0.8～0.9MPa；

[0040] 4)粗轧末道次轧制温度控制在970～970℃，控制粗轧R1、R2上下辊速度平衡为

1％；

[0041] 5)机架间冷却水和辊缝冷却水不投入，精轧工作辊冷却水压力控制0.8～0.9MPa，

精轧终轧温度控制850～865℃；

[0042] 6)精轧穿带速度10.8～11.5m/s，最大轧制速度14.8m/s；

[0043] 7)精轧F1、F2单独配用工作辊，辊型采用-50正弦辊型，精轧F3、F4工作辊采用高速

钢轧辊，F5、F6、F7使用高铬铁轧辊；

[0044] 8)精轧F2、F3机架侧导卫安装导轮，F2机架侧导卫使用耐磨衬板；

[0045] 9)层流冷却采用后冷方式，层流冷却终冷温度控制670～700℃；

[0046] 10)卷取导尺压力控制5～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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