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801137.0

(22)申请日 2017.09.0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32179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1.07

(73)专利权人 燕山大学

地址 066000 河北省秦皇岛市河北大街西

段438号

(72)发明人 彭艳　刘才溢　杨彦博　邢建康　

孙建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孚睿湾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11474

代理人 王冬杰　张冬花

(51)Int.Cl.

B21B 31/12(2006.01)

B21B 1/4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269888 A,2017.01.04,

CN 105945071 A,2016.09.21,

CN 1640573 A,2005.07.20,

JP H1024306 A,1998.01.27,

US 3600924 A,1971.08.24,

审查员 李颖

 

(54)发明名称

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

辊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在精轧机组的五架轧

机正常轧制生产的情况下，在控制器内输入所述

五架轧机的轧制参数，轧制参数包括工艺、板带

及轧机参数，根据轧制参数选定待换辊轧机Fi，

开始对待换辊轧机Fi进行在线换辊；S2、在一定

时间内抬升待换辊轧机的轧辊，并在抬升过程中

对待换辊轧机Fi以及其余四架轧机的机架的辊

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S3、在正常轧制过程

中，对需要换辊轧机的轧辊进行在线更换；S4、其

余四架轧机正常轧制，待换辊轧机完成换辊后投

入轧制生产。本发明提高了薄板坯连铸连轧的生

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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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精轧机组工作状况下，向控制器内输入精轧机组的轧制参数，所述精轧机组包括

一架待换辊轧机Fi和至少两架工作轧机，所述轧制参数包括轧制工艺、板带及轧机参数，根

据轧制参数确定出待换辊轧机Fi；

S2、在一定时间内抬升待换辊轧机Fi的轧辊，并在抬升过程中对待换辊轧机Fi以及工作

轧机的机架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对待换辊轧机Fi的轧辊进行在线更换，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①对待换辊轧机Fi的机架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包括以下步骤：

a确定抬升过程的时间T，待换辊轧机Fi的轧辊抬升过程中，通过张力控制模型和第一轧

辊速度控制模型进行调速，使待换辊机架Fi改变辊缝时，待换辊机架Fi下游的过渡机架Fi+1

单位后张力保持不变，待换辊机架Fi抬升时对下游机架轧制无影响，同时通过距离模型跟

踪变厚度区离开换辊机架Fi的距离，将变厚度区控制在两个机架内，设变厚度区从产生到

达到下一机架的入口所需的时间为Tmax,则整个抬升过程的时间T应小于Tmax；

其中：L为机架间距离，Vf ,i为换辊机架Fi轧辊线速度，b对换辊机架的上游机架Fi-1的辊

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

b通过辊缝控制模型和张力变换及轧辊速度控制模型进行计算和调整，使换辊机架Fi改

变辊缝时机架Fi-1单位前张力值变为换辊机架Fi的单位前张力值，同时改变辊缝使机架Fi-1

出口厚度变为Fi的出口厚度；

c对机架Fi-2及其上游各机架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

通过第二轧辊速度控制模型对机架Fi-2及其上游各机架进行辊速调节，以保证上游各

机架间张力值的稳定；

②对过渡机架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包括以下步骤：

a变厚度区追踪：通过距离模型进行不断累积计算变厚度区离开换辊机架Fi的距离Li，

当满足Li-L≥0时，过渡机架Fi+1开始调速；

b过渡机架Fi+1轧辊调速：通过张力控制模型和第一轧辊速度控制模型来调速，使过渡

机架Fi+2单位后张力保持不变，以保证下游各机架轧制的稳定；

③对过渡机架Fi+2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具体包括以下步骤：a变厚度区追踪：

通过距离模型进行不断累积计算变厚度区离开换辊机架Fi的距离Li，当满足Li-2L≥0时，过

渡机架Fi+2开始调速；

b机架Fi+2调速：机架Fi+2按张力控制模型和第一轧辊速度控制模型来调速，确保板带厚

度不变；

所述第一轧辊速度控制模型如下：

Vb,n＝VR,n(1-Sb,n-ΔSb,n)

其中Vb,n为机架Fn轧件入口速度，Sb,n为机架Fn轧件的后滑系数，VR,n为机架Fn轧辊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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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VR,n为机架Fn轧辊转速改变量，ΔSb,n为机架Fn轧件的前滑系数改变量；

所述张力变换及轧辊速度控制模型如下：

其中Vf ,n为机架Fn轧件出口速度，Vb,n+1为机架Fn+1轧件入口速度，L为机架间距离，E为轧

件的弹性模量，Δt为时间步长，σf ,target为机架Fn+1后张力的目标值，σf ,now为机架Fn+1后张力

的当前值，ΔVR ,n+1为机架Fn+1轧辊转速改变量，Sf ,n为机架Fn轧件的前滑系数，Sb,n为机架Fn

轧件的后滑系数，ΔSf,n为机架Fn轧件的前滑系数改变量；

S3、待换辊轧机Fi的轧辊进行在线更换，并在更换后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步骤S1中，所述的轧制工艺、板带及轧机参数包括：轧辊直径D、轧机刚度Km、机架间距离

L、五机架F1～F5入口厚度H1～H5、五机架F1～F5出口厚度h1～h5、五机架F1～F5单位前张力

σf,1～σf,5、五机架F1～F5单位后张力σb,1～σb,5、钢板宽度b以及末位机架出口速度V。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距离

模型如下：

Li＝∑VR,i(1+Sf,i)Δt

其中VR,i为机架Fi轧辊转速，Sf,i为机架Fi轧件的前滑系数，Δt为时间步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张力

控制模型如下：

其中n为下脚标表示当前时刻正处于调节状态轧机的机架号，即表示机架Fn为轧辊正在

压下或抬升的机架，σb,n+1为机架Fn+1的单位后张力，Hn+1为机架Fn+1的入口厚度， 为τ时刻

Fn机架单位前张力， 为τ时刻机架Fn的出口厚度。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辊缝控

制模型如下：

其中ΔSn为Fn机架辊缝改变量，hn+1为Fn+1机架轧件出口厚度，ΔPn为Fn机架轧制力变化

量，Km为轧机刚度。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轧

辊速度控制模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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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ΔVR ,n-2为机架Fn-2轧辊转速改变量，ΔVR ,n-1为机架Fn-1轧辊转速，Sb,n-1为机架Fn-1

轧件的后滑系数，ΔSb,n-1为机架Fn-1轧件的后滑系数改变量，ΔVR ,n-2为机架Fn-2轧辊转速，

Sf ,n-2为机架Fn-2轧件的前滑系数，Sb,n-2为机架Fn-2轧件的后滑系数，VR ,n-3为机架Fn-3轧辊转

速，ΔVR,n-3为机架Fn-3轧辊转速改变量，Sf ,n-3为机架Fn-3轧件的前滑系数，ΔVR,2为机架F2轧

辊转速改变量，Sb,2为机架F2轧件的后滑系数，ΔVR,1为机架F1轧辊转速改变量，Sf,1为机架F1

轧件的前滑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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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轧制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薄规格、“以热代冷”是薄板坯连铸连轧产品的发展方向之一，常规的热轧带钢生

产工艺由于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大，不适合生产超薄规格产品，而薄板坯连铸工艺更适合生

产超薄规格产品，并且薄规格热轧板可通过“以热代冷”替代冷轧板，减少冷轧工序的建设

投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因此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得到广泛应用，随着薄板坯连铸连轧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ESP(Endless  Strip  Production)短流程连铸连轧生产线可以实

现带钢无头轧制，更适合生产超薄板的多相钢种，具有流程短、设备少、投资少、见效快、生

产周期短、生产组织灵活、节约能源、成材率高等优点，被列为当今世界冶金工业的前沿技

术。但是由于ESP生产线产品主要以薄规格板带材产品为主，轧制过程中精轧机组轧辊磨损

非常严重，其换辊周期一般为常规轧制换辊周期的两倍，现有的ESP生产线下游精轧机组在

更换轧辊过程中，上游连铸便无法进行，ESP整条生产线只能被迫停止，严重影响了ESP薄板

坯连铸连轧的生产效率。

[0003] 现有技术中能实现ESP在线换辊的方法，如图1所示，通过在精轧机组增设一架轧

机作为待命轧机，当某架轧机需要更换轧辊时，待命轧机投入和换辊轧机退出轧制并完成

换辊，虽然解决了ESP轧制生产中由于频繁换辊导致的停机问题，但此方法实施比较困难，

需增设一架轧机作为待命轧机，改变原有的ESP生产线的结构设计，大大增加了投资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本方法基于

ESP精轧机组五机架布置，在线换辊过程中精轧机组无需增设轧机作为待命轧机就能够对

ESP精轧机组的轧辊进行在线不停机更换，提高了薄板坯连铸连轧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

成本。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0007] S1、在精轧机组工作状况下，向控制器内输入轧机组的轧制参数，所述轧机组包括

一架待换辊轧机Fi和至少两架工作轧机，所述轧制参数包括轧制工艺、板带及轧机参数，根

据轧制参数确定出待换辊轧机Fi；

[0008] S2、在一定时间内抬升待换辊轧机的轧辊，并在抬升过程中对待换辊轧机Fi以及

工作轧机的机架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对待换辊轧机Fi的轧辊进行在线更换，具体

包括以下步骤：

[0009] ①对待换辊轧机的机架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包括以下步骤：

[0010] a确定抬升过程的时间T，待换辊轧机Fi的轧辊抬升过程中，通过张力控制模型和

第一轧辊速度控制模型进行调速，使待换辊机架Fi改变辊缝时，待换辊机架Fi下游的过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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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Fi+1单位后张力保持不变，待换辊机架Fi抬升时对下游机架轧制无影响，同时通过距离模

型跟踪变厚度区离开换辊机架Fi的距离，将变厚度区控制在两个机架内，设变厚度区从产

生到达到下一机架的入口所需的时间为Tmax,则整个抬升过程的时间T应小于Tmax；

[0011]

[0012] 其中：L为机架间距离，Vf ,i为换辊机架Fi轧辊线速度，b对换辊机架的上游机架Fi-1

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

[0013] b通过辊缝控制模型和张力变换及轧辊速度控制模型进行计算和调整，使换辊机

架Fi改变辊缝时机架Fi-1单位前张力值变为换辊机架Fi的单位前张力值，同时改变辊缝使机

架Fi-1出口厚度变为Fi的出口厚度；

[0014] c对机架Fi-2及其上游各机架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

[0015] 通过第二轧辊速度控制模型对机架Fi-2及其上游各机架进行辊速调节，以保证上

游各机架间张力值的稳定；

[0016] ②对过渡机架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包括以下步骤：

[0017] a变厚度区追踪：通过距离模型进行不断累积计算变厚度区离开换辊机架Fi的距

离，当满足Li-L≥0时，过渡机架Fi+1开始调速；

[0018] b过渡机架Fi+1轧辊调速：通过张力控制模型和第一轧辊速度控制模型来调速，使

过渡机架Fi+2单位后张力保持不变，以保证下游各机架轧制的稳定；

[0019] ③对过渡机架Fi+2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

[0020] S3、待换辊轧机Fi的轧辊进行在线更换，并在更换后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0021] 优选地，S2还包括对所述过渡机架Fi+2的辊缝、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具体包括以

下步骤：a变厚度区追踪：通过距离模型进行不断累积计算变厚度区离开换辊机架Fi的距离

Li，当满足Li-2L≥0时，过渡机架Fi+2开始调速；

[0022] b机架Fi+2调速：机架Fi+2按张力控制模型和第一轧辊速度控制模型来调速，确保板

带厚度不变。

[0023] 优选地，步骤S1中，所述的工艺、板带及轧机参数包括：工作辊直径D、轧机刚度Km、

机架间距离L、五机架F1～F5入口厚度H1～H5、出口厚度h1～h5、单位前张力σf,1～σf,5、单位后

张力σb,1～σb,5、钢板宽度b以及末位机架出口速度V。

[0024] 优选地，所述的距离模型如下：

[0025] Li＝ΣVR,i(1+Sf,i)Δt

[0026] 其中VR,i为机架Fi轧辊转速，Sf,i为机架Fi轧件的前滑系数，Δt为时间步长。

[0027] 优选地，所述的张力控制模型如下：

[0028]

[0029] 其中n为下脚标表示当前时刻正处于调节状态轧机的机架号，即表示机架Fn为轧

辊正在压下或抬升的机架，σb,n+1为机架Fn+1的单位后张力，Hn+1为机架Fn+1的入口厚度，

为τ时刻Fn机架单位前张力， 为τ时刻机架Fn的出口厚度；

[0030] 优选地，所述第一轧辊速度控制模型如下：

[0031] Vb,n＝VR,n(1-Sb,n-Δ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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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0033] 其中Vb,n为机架Fn轧件入口速度，Sb,n为机架Fn轧件的后滑系数，VR ,n为机架Fn轧辊

转速，ΔVR,n为机架Fn轧辊转速改变量，ΔSb,n为机架Fn轧件的前滑系数改变量。

[0034] 优选地，所述第一辊缝控制模型如下：

[0035]

[0036] 其中ΔSn为Fn机架辊缝改变量，hn+1为Fn+1机架轧件出口厚度，ΔPn为Fn机架轧制力

变化量，Km为轧机刚度。

[0037] 优选地，所述张力变换及轧辊速度控制模型如下：

[0038]

[0039]

[0040] 其中Vf,n为机架Fn轧件出口速度，Vb,n+1为机架Fn+1轧件入口速度，L为机架间距离，E

为轧件的弹性模量，Δt为时间步长，σf ,target为机架Fn+1后张力的目标值，σf ,now为机架Fn+1后

张力的当前值，ΔVR ,n+1为机架Fn+1轧辊转速改变量，Sf ,n为机架Fn轧件的前滑系数，Sb,n为机

架Fn轧件的后滑系数，ΔSf,n为机架Fn轧件的前滑系数改变量。

[0041] 优选地，所述第二轧辊速度控制模型如下：

[0042]

[0043] 其中ΔVR,n-2为机架Fn-2轧辊转速改变量，ΔVR,n-1为机架Fn-1轧辊转速，Sb,n-1为机架

Fn-1轧件的后滑系数，ΔSb,n-1为机架Fn-1轧件的后滑系数改变量，ΔVR ,n-2为机架Fn-2轧辊转

速，Sf,n-2为机架Fn-2轧件的前滑系数，Sb,n-2为机架Fn-2轧件的后滑系数，VR,n-3为机架Fn-3轧辊

转速，ΔVR,n-3为机架Fn-3轧辊转速改变量，Sf ,n-3为机架Fn-3轧件的前滑系数，ΔVR,2为机架F2

轧辊转速改变量，Sb,2为机架F2轧件的后滑系数，ΔVR,1为机架F1轧辊转速改变量，Sf,1为机架

F1轧件的前滑系数。

[004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在线换辊方法在线换辊过程

中精轧机组无需增设轧机作为待命轧机就能够对ESP精轧机组的轧辊进行在线不停机更

换，提高了薄板坯连铸连轧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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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5] 图1是现有技术中在线换辊精轧机组六机架的布置示意图；

[0046] 图2是根据本发明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的精轧机组五机架的示意图；

[0047] 图3是本发明工作流程图；

[0048] 其中1为F1、2为F2、3为F3、4为F4、5为F5、6为F6；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以F3轧机轧辊在线换辊为例，下将参考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特

征和方面。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元件。尽管在附图中示出了实施

例的各种方面，但是除非特别指出，不必按比例绘制附图。

[0050] 本发明提供一种短流程ESP精轧机组在线换辊方法，基于ESP精轧机组五架轧机布

置，如图2所示，在五架轧机——四架轧机——五架轧机的换辊切换过程中，其步骤包括：

[0051] S1、在精轧机组的五架轧机正常轧制生产的情况下，在控制器内部输入所述五架

轧机的轧制参数，轧制参数包括工艺、板带及轧机参数，根据轧制参数选定待换辊轧机Fi，

开始对待换辊轧机Fi进行在线换辊；

[0052] S2、抬升待换辊轧机的轧辊，并对待换辊轧机Fi以及其余四架轧机的机架的辊缝、

张力和辊速进行调整；

[0053] S3、轧制规程动态切换，对需要换辊轧机的轧辊进行在线更换，动态切换的动态变

规格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实现半无头轧制工艺超薄带钢的生产，在轧制过程中在不

停轧机的情况下实现带钢规格的变换是关键的技术.动态变规格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机架的辊缝和速度将进行多次调整，各机架的轧制力等参数也将变化，

各机架出口厚度也不可避免的发生波动，存在着一个从前一规格到后-规格之间的厚度楔

形区或叫过渡区.过渡区的长度取决于轧机完成辊缝偏差给定和速度偏差给定的时间，即

取决于压下和主机速度等的动态响应时间，当然与变规格策略也很有关系.一般过渡区长

度约为20m，属厚度非合格区.因此，如何提高变规格过程的稳定性，减少过渡区的长度是动

态变规格策略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0054] S4、其余四架轧机正常轧制，待换辊轧机完成换辊后投入轧制生产。

[0055] 所述的工艺、板带、轧机参数包括工作辊直径D、轧机刚度Km、机架间距离L、机架F1

～F5入口厚度H1～H5、出口厚度h1～h5、单位前张力σf ,1～σf ,5、单位后张力σb,1～σb,5，钢板宽

度b，末位机架出口速度V；本实施例的参数如下：工作辊直径D为760mm，轧机刚度Km为

9.8MN/mm，机架间距L为5800mm，机架F1～F5入口厚度分别为18mm、8.1mm、3.3mm、1.85mm、

1 .25mm，出口厚度分别为8.1mm、3 .3mm、1 .85mm、1 .25mm、1mm，单位前张力分别为3MPa、

4.8MPa、5.5MPa、7MPa、3MPa，单位后张力分别为1.5MPa、3MPa、4.8MPa、5.5MPa、7MPa，钢板宽

为1200mm，末机架出口速度为8m/s，并取时间步长Δt＝0.003秒，钢种为Q235B。机架F1的压

辊半径为380mm，机架F2的压辊半径为380mm，机架F3的压辊半径为380mm，机架F4的压辊半径

为300mm，机架F5的压辊半径为300mm。

[0056] 2.1换辊机架F3轧辊抬升并调速阶段：

[0057] 2.1a)从换辊机架F3轧辊抬升的时刻起，其出口厚度便有了变化，轧制时变厚度区

的存在将会造成轧制过程的波动，因此必须将变厚度区控制在两个机架内，设变厚度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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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到达到过渡机架F4的入口所需的时间为Tmax,

[0058]

[0059] 2.1b)抬升过程为了保证连轧状态的稳定进行，不出现断带等事故，最大限度的确

保产品厚度的精度，需通过如下的张力控制模型和轧辊速度控制模型来调速，确保换辊机

架F3改变辊缝时过渡机架F4的单位后张力保持不变，使换辊机架F3换辊时对下游机架轧制

无影响。

[0060] 张力控制模型为：

[0061]

[0062] 轧辊速度控制模型为：

[0063]

[0064] 2.2)机架F2辊速调节并调整辊缝：

[0065] 通过如下的张力变换及轧辊速度控制模型调节机架F2辊速使机架F2的单位前张力

与换辊机架F3的单位前张力相等，同时改变辊缝使机架F2出口厚度变为F3的出口厚度；

[0066] 张力变换及轧辊速度控制模型为：

[0067]

[0068]

[0069] 辊缝控制模型为：

[0070]

[0071] 机架F1及其上游机架辊速调节：

[0072] 由于机架F2的辊速、辊缝及单位前张力的变化，其机架轧件的入口厚度必然改变。

因此需要通过如下的轧辊速度控制模型依次调节机架F1及其上游机架的辊速以保证上游

各机架间的张力稳定。

[0073] 轧辊速度控制模型为：

[0074]

[0075]

[0076] 机架F4辊速调节阶段：

[0077] 变厚度区追踪(长度追踪)：变厚度区的移动，会造成过渡机架F4入口厚度的变化，

需要对变厚度区进行追踪，以便精确计算过渡机架F4的入口厚度，使待命机架压下系统和

调速系统和变厚度区完全协调。当换辊机架F3开始抬升时应该计算变厚度区离开换辊机架

F3的距离Li以此对其进行追踪。但当变厚度区到达过渡机架F4时，由于入口厚度的变化使得

后滑系数的改变造成了轧机入口速度改变，由如下距离模型进行不断的累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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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变厚度区离开换辊机架F3的距离Li：

[0079] Li＝ΣVR,i(1+Sf,i)Δt

[0080] 当满足Li-L≥0时，过渡机架F4开始调速。

[0081] 通过如下轧辊速度控制模型来调速进行动态调整。

[0082]

[0083] 机架F5辊速调节阶段：

[0084] 换辊机架F3的距离Li以此对其进行追踪，当满足Li-2L≥0时，过渡机架F5开始调

速。

[0085] 通过如下轧辊速度控制模型来调速进行动态调整。

[0086]

[0087] 通过本实施例的模型进行换辊，换辊过程对最终产品板厚精度的影响较小,能报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在线换辊。此方法不仅局限于更换F3轧机轧辊，更换其余轧

机轧辊与上文所述换辊方法类似，只是调整辊缝、张力、辊速的机架不同。

[008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的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

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

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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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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