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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铸造-轧制-复合设备的技术领

域。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紧凑的铸造-轧制-

复合设备和用于在该铸造-轧制-复合设备中连

续地制造热轧的成品带钢（15）的方法，由此能够

成本低廉地制造高质量的最为不同的钢质的成

品带钢（15）。该目的通过根据权利要求1的铸造-

轧制-复合设备和根据权利要求9的用于由钢连

续地制造热轧的成品带钢（15）的方法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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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由钢制造热轧的成品带钢（15）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具有：

- 连铸设备（1），该连铸设备包括：

--  用于连续地制造薄板坯铸坯（3）的直形结晶器（2），该薄板坯铸坯在从所述结晶器

（2）中排出时具有液态芯部（5）、60至75mm的厚度和900至1700mm的宽度；

--  用于支撑和引导所述薄板坯铸坯（3）的铸坯引导机构（4），该铸坯引导机构带有用

于冷却所述薄板坯铸坯（3）的二次冷却机构和用于减小所述薄板坯铸坯（3）的厚度的厚度

减小装置（6），其中，所述铸坯引导机构（4）具有在所述结晶器下面的竖直区段（4a），随后具

有弧形区段（4b）并且随后具有水平区段（4c），并且所述薄板坯铸坯（3）在厚度减小之后具

有50至70mm的厚度；

--  控制或调节装置（20），该控制或调节装置用于设定二次冷却和铸造速度vc，从而所

述薄板坯铸坯（3）仅仅在所述铸坯引导机构（4）的水平区段（4c）中才彻底凝固；

-  粗轧机组（8），该粗轧机组用于粗轧厚度减小了的薄板坯铸坯（3），其中，所述粗轧机

组（8）恰好具有两个粗轧机机架（R1、R2），并且通过粗轧产生厚度为10至30mm的粗轧带钢

（9）；

-  摆动飞剪（10），该摆动飞剪用于剪断引锭杆；

-  用于输出所述引锭杆的输出装置（11），其中，所述输出装置（11）具有用于减小热损

失的热绝缘件；

-  感应炉（12），该感应炉用于把粗轧带钢（9）加热到1050至1250℃、优选1150至1200℃

的温度；

- 除鳞装置（13），该除鳞装置用于对被加热的粗轧带钢（9）的顶面和底面进行除鳞；

-  用于对被除鳞的粗轧带钢（9）进行精轧的精轧机组（14），其中，所述精轧机组（14）恰

好具有三个精轧机机架（F1、F2、F3），并且通过精轧产生厚度为1.6至12mm的成品带钢（15）；

-  用于把所述成品带钢（15）冷却到卷绕温度的冷却段（16）；

-  用于剪断被冷却的成品带钢（15）的剪切机（17）；和

- 卷绕装置（18），该卷绕装置用于把所述成品带钢（15）卷绕成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直形结晶器（2）是漏斗

式结晶器。

3.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铸坯引导

机构（4）的弧形区段（4b）具有3至7m、优选4至6m、特别优选4.5至5.5m的弧半径R。

4.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冷却

机构在所述铸坯引导机构（4）内部的多个位置处分别具有至少两个在所述薄板坯铸坯（3）

的宽度方向上可移动的喷嘴（19）。

5.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铸坯引

导机构（4）的水平区段（4c）的端部与所述粗轧机组（8）之间的区域中安置了热绝缘板。

6.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除鳞装置

（13）包括多个在所述粗轧带钢（9）的宽度方向上布置的旋转式除鳞器。

7.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精轧机组

（14）的两个精轧机机架（F1、F2、F3）之间的水平距离介于3和6m之间，特别是介于4和5m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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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段

（16）的长度介于20和60m之间，优选介于20和40m之间。

9.一种用于在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中由钢连续地

制造热轧的成品带钢（15）的方法，具有如下步骤：

-  在连铸设备（1）的直形结晶器（2）中把钢熔融物铸造成薄板坯铸坯（3），其中，所述薄

板坯铸坯（3）在从所述结晶器（2）中排出时具有液态芯部、60至75mm的厚度和900至1700mm

的宽度；

-  在所述连铸设备（1）的铸坯引导机构（4）中支撑和引导所述薄板坯铸坯（3），并且利

用所述连铸设备（1）的二次冷却机构来冷却所述薄板坯铸坯（3）；

-  在所述铸坯引导机构（4）中通过厚度减小装置（6）减小所述薄板坯铸坯（3）的厚度，

其中，所述薄板坯铸坯（3）在厚度减小之后具有50至70mm的厚度和vc≥4m/min、优选vc≥5m/

min、特别优选vc≥6m/min的铸造速度，并且所述连铸设备（1）的控制或调节装置（20）如此

设定二次冷却和铸造速度vc，从而所述薄板坯铸坯（3）仅仅在所述铸坯引导机构（4）的水平

区段（4c）中才彻底凝固；

-  在粗轧机组（8）中粗轧未剪切的厚度减小了的未除鳞的薄板坯铸坯（3），其中，所述

薄板坯铸坯（3）通过恰好两个轧制道次被轧制成厚度为10至30mm的粗轧带钢（9）；

- 未剪切地经过摆动飞剪（10）和输出装置（11）；

-  在感应炉（12）中把所述粗轧带钢（9）加热到1050至1250℃、优选1150至1200℃的温

度；

-  在除鳞装置（13）中对被加热的粗轧带钢（9）的顶面和底面进行除鳞；

-  在精轧机组（14）中对未剪切的被除鳞的粗轧带钢（9）进行精轧，其中，所述粗轧带钢

（9）通过恰好三个轧制道次被轧制成厚度为1.6至12mm的成品带钢（15）；

-  在冷却段（16）中把所述成品带钢（15）冷却到卷绕温度；

- 通过剪切机（17）把被冷却的成品带钢（15）剪断；和

-  在卷绕装置（18）中把所述成品带钢（15）卷绕成卷。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或调节装置（20）借助于数学模型，

对

-  在所述铸坯引导机构（4）中沿着所述薄板坯铸坯（3）的输送路径的集水包顶端的实

际位置；和

-  在所述铸坯引导机构（4）中及其垂直平面中沿着所述薄板坯铸坯（3）的输送路径的

实际温度曲线，

进行连续计算，并且在考虑到目标温度曲线和所述集水包顶端的目标位置的情况下，

通过所述二次冷却机构连续地受到调节地冷却所述薄板坯铸坯（3）。

11.如权利要求9或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精轧机组（14）中的第三轧制道

次（F3）之后且在所述冷却段（16）中的冷却之前测量所述成品带钢（15）的实际温度T1实际，并

且以温度受到调节的方式操控所述感应炉（12）的多个感应器，从而使得所述实际温度T1实际

尽可能相当于目标温度T1目标。

12.如权利要求9至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具有所述薄板坯铸坯（3）的

尚且液态的或部分液态的芯部（5）的区域中，所述厚度减小装置（6）采用轻压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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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如权利要求9至1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冷却段（16）中的冷却

之后测量连续的成品带钢（15）的实际温度T2实际，并且以温度受到调节的方式操控所述冷却

段（16）的冷却喷嘴，从而使得所述实际温度T2实际尽可能相当于目标温度T2目标。

14.如权利要求9至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连续的成品带钢（15）在所述

铸造-轧制-复合设备高速运行之后以第一厚度d1离开所述精轧机组（14），随后在不间断的

连续运行中逐步地把所述成品带钢（15）的厚度减小到第二厚度d2<d1，并且在所述铸造-轧

制-复合设备低速运行之前在不间断的连续运行中逐步地把所述成品带钢（15）的厚度增大

到第三厚度d3>d2。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厚度d1介于3和12mm之间，所述第

二厚度d2介于1.6和12mm之间，并且所述第三厚度d3介于3和12mm之间。

16.如权利要求9至15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连铸之前，钢熔融物中的氢

含量通过真空处理而降低到≤3ppm、优选≤1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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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和用于连续地制造热轧的成品带钢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铸造-轧制-复合设备的技术领域，其是这样的设备，其中，铸造设备

（典型地是用于连续地制造带有板坯规格的钢铸坯—例如薄板坯或中型板坯—的连铸设

备）直接地并且在线地与用于制造热轧带钢的热轧机组连接。热轧带钢在热轧机组之后在

冷却段中冷却，并且随后例如通过把带钢卷绕成卷（英文：coils）而被输出。在技术文件中，

这些设备例如也叫TSCR（英文：Thin  Slab  Casting  and  Rolling）或Arvedi  ESP设备。

[0002] 本发明特别是涉及连续运行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在该铸造-轧制-复合设备

中，铸造设备被构造为薄板坯-连铸设备（英文：TSER  Thin  Slab  Endless  Rolling）。在此，

在薄板坯-连铸设备中连续地制造的连续的薄板坯铸坯直接地、在线地且未剪切地供应给

热轧机组，并在那里轧制成连续的带钢。该带钢在热轧机组之后又在冷却段中冷却，然后第

一次剪切成一定的长度或一定的重量，并且卷绕成卷。

背景技术

[0003] 尽管Arvedi  ESP设备相比于带有隧道式炉的CSP或QSP设备已经显著地更为紧凑，

以及所产生的运行成本和每吨热轧带钢的CO2排放量已明显降低，仍对用于制造年产量在

100万吨范围内的热轧带钢的还要更为紧凑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存在需求。

[0004] 目前市面上的解决方案，比如带有后置的宽带钢轧机的连铸设备、Arvedi  ESP-设

备、Danieli  QSP-DUE-设备或SMS  CSP/CEM-设备，对于这种小产量来说不够紧凑，和/或由

于约250万吨的显著地更高的年产量和高的资本支出CAPEX在年产量约为100万吨时无法经

济地运行。因而特别是对于小型钢厂而言对紧凑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存在需求，该铸造-

轧制-复合设备在购置和运行方面廉价，但尽管如此仍然能产生最为不同的钢质的高质量

的热轧带钢。

[0005] 由现有技术也已知带有后置的热轧机的双辊-带钢铸造设备。尽管双辊-带钢铸造

设备很紧凑并且直接产生带钢，但是这种技术迄今为止不能实施，因为特别是不能可靠地

生产中合金到更高合金的钢质。

[0006] 由WO  89/11363  A1已知一种用于铸造-轧制-复合设备的设计方案，其中，在连铸

设备中制得的薄板坯铸坯未经剪切便在粗轧机机架中被粗轧，随后再加热、除鳞、在精轧机

组中进行精轧、冷却和卷绕。申请人的试验表明，由于下述事实：在该设计方案中薄板坯铸

坯在连铸机的铸造弧中彻底凝固，在粗轧时产生了相对低的道次温度，这导致用于将铸造

组织转变为轧制组织所需的能量显著地高于所必要的能量。此外，所谓的ISP设计方案还有

许多问题没有答案，比如，在根据图1的连铸设备铸造时如何对引锭杆进行轧断，对在后面

的设备部分中的问题如何反应，等等。因此，所述的设计方案只能有条件地在工业中应用。

[0007] 由AT  512399  B1和DE  102008003222  A1已知带有三个粗轧机机架和五个精轧机

机架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EP  2441539  A1公开了带有四个粗轧机机架和五个精轧机机

架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在前面提到的三个文献中的设备被设计用于大约250万吨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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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年产量。DE  19518144  A1公开了带有三个粗轧机机架和五个精轧机机架的所谓的微型

热轧机。但由于在粗轧机组和精轧机组之间感应加热机构与补偿炉相组合，该设备构造得

相当地长。相比于现有技术，铸造-轧制-复合设备的结构长度应进一步减小，并且用于制造

成品带钢的能量投入应进一步减小。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开篇所述类型的紧凑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和用于在该

铸造-轧制-复合设备上连续地制造热轧的成品带钢的方法，借此能够成本低廉地制造高质

量的最为不同的钢质（低碳的和中碳的，但也有HSLA、API级的，等等）的成品带钢。

[0009] 该目的通过根据权利要求1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得以实现。有利的实施方式是

从属权利要求的主题。

[0010] 直形结晶器、优选漏斗式结晶器（英文：funnel  mold）结合铸坯引导机构的后续的

竖直区段确保：钢熔融物中的可能的非金属的夹杂物汇聚在钢液面处并且被铸造粉末结

合。由此改善了薄板坯铸坯的冶金质量。通过在结晶器的出口处的相对厚的且宽的薄板坯

铸坯，一方面实现了通过该设备的大的质量流，且另一方面通过在铸坯引导机构中减小厚

度（例如所谓的液芯压下）还是已经在连铸设备中生产了相对更薄的薄板坯铸坯。至少：

-  铸坯引导机构中的二次冷却，和

-  铸造速度vc，

以及优选如下清单中的参数：

- 结晶器中的初次冷却，

-  铸坯引导机构中的厚度减小，

通过连铸设备的控制或调节装置被如此设定，从而薄板坯铸坯仅仅在铸坯引导机构的

水平区段中才彻底凝固，也就是说，薄板坯铸坯的集水包端部位于铸坯引导机构的水平区

段中。

[0011] 本领域技术人员例如由WO  01/03867  A1已知，通过控制或调节装置来控制或调节

连铸设备的运行，从而即使在连铸设备或铸造-轧制-复合设备中的运行条件变化时薄板坯

铸坯的集水包顶端（Sumpfspitze）也始终位于铸坯引导机构的水平区段的内部。在此，把相

应的公开内容援引加入到本申请中。

[0012] 这种运行方式确保了薄板坯铸坯带走尽可能多的铸造热量，以及在粗轧机组和精

轧机组中的变形功和所需的再加热能量尽可能小。在粗轧机组中，通过两个粗轧机机架把

厚度为50至70mm的薄板坯铸坯轧制成厚度为10至30mm的粗轧带钢。在连续运行中未经剪切

地经过例如用于剪断引锭杆的摆动飞剪以及用于输出引锭杆的输出装置。为了不过于剧烈

地对粗轧带钢冷却，优选在输出装置的顶面和底面上安置热绝缘件。随后，通过感应炉把粗

轧带钢加热到1050至1250℃的温度，并且在精轧之前通过除鳞装置对粗轧带钢的顶面和底

面进行除鳞。在精轧机组中，通过三个精轧机机架把粗轧带钢轧制成厚度为1.6至12mm的成

品带钢，然后在冷却段中冷却到卷绕温度，通过剪切机首次进行剪切，并在卷绕装置中卷绕

成卷。

[0013] 如上已述，直形结晶器优选被构造为漏斗式结晶器。由此，围绕钢液面的区域可以

具有比结晶器的铸造侧的端部明显更大的横截面积，从而铸造粉末能吸收更多的夹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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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薄板坯铸坯的构造高度与纯度之间的有益的折中在于，构造铸坯引导机构的弧形

区段，其弧半径R为3至7m、优选4至6m、特别优选4.5至5.5m。

[0015] 为了防止薄板坯铸坯的边缘区域的过度冷却，有利的是，二次冷却机构在铸坯引

导机构内部的多个位置处分别具有至少两个在薄板坯铸坯的宽度方向上可移动的喷嘴。由

此也使得不同宽度的薄板坯铸坯不会过冷。

[0016] 在铸坯引导机构的水平区段的端部与粗轧机组之间的区域中也有益的是，热绝缘

板防止薄板坯铸坯冷却。

[0017] 为了使得因除鳞所致的温度下降保持尽可能小，有利的是，除鳞装置在顶面和底

面上分别包括多个在宽度方向上布置的旋转式除鳞器。

[0018] 对于铸造-轧制-复合设备的紧凑性有益的是，两个精轧机机架之间的水平距离介

于3和6m之间，特别是介于4和5m之间，和/或冷却段的长度介于20和60m之间，优选介于20和

40m之间。通过精轧机机架的小的机架间距，此外阻止了带钢的剧烈冷却。

[0019] 根据本发明的目的同样通过根据权利要求9的用于连续地由钢制造热轧的成品带

钢的方法得以实现。有利的实施方式是从属权利要求的主题。

[0020] 在根据本发明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的运行中，薄板坯铸坯的铸造速度vc≥4m/

min，优选vc≥5m/min，特别优选vc≥6m/min。由此确保高的生产率，并且便于把集水包顶端

保持在铸坯引导机构的水平区域中。此外，减小了用于在感应炉中加热粗轧带钢的能量。连

铸设备的控制或调节装置至少如此设定

-  铸坯引导机构中的二次冷却，和

-  铸造速度vc，

以及优选如下清单中的另一参数：

- 结晶器中的初次冷却，

-  铸坯引导机构中的厚度减小，

从而薄板坯铸坯仅仅在铸坯引导机构的水平区段中才彻底凝固。厚度减小了的薄板坯

铸坯未经除鳞—也就是说它未在除鳞装置中除鳞—就供应给粗轧机组，并在那里轧制成粗

轧带钢。

[0021] 在控制或调节连铸设备时有益的是，控制或调节装置借助于数学模型，对

-  在所述铸坯引导机构中沿着所述薄板坯铸坯的输送路径的集水包顶端的实际位置；

和

-  在所述铸坯引导机构中及其垂直平面中沿着所述薄板坯铸坯的输送路径的实际温

度曲线，

进行连续计算，并且在考虑到目标温度曲线和所述集水包顶端的目标位置的情况下，

通过所述二次冷却机构连续地受到调节地冷却所述薄板坯铸坯。由此便于把集水包顶端保

持在铸坯引导机构的水平区域中，并且防止铸坯边缘区域的过度冷却。此外，可以通过在目

标温度曲线与实际温度曲线之间的比较来避免薄板坯铸坯的边缘区域的剧烈冷却。

[0022] 在厚度减小时有利的是，在具有薄板坯铸坯的尚且液态的或部分液态的芯部的区

域中，通过用于铸坯引导辊的调整装置（例如通过铸坯引导部段）采用轻压下技术。由此减

小了形状改变功，并且此外提高了冶金质量。

[0023] 通过下述方式特别简单地且高能效地对最终轧制温度进行设定：在精轧机组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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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轧制道次之后且在冷却段中的冷却之前测量带钢的实际温度T1实际，并且以温度受到调

节的方式对感应炉的多个感应器进行操控，从而使得实际温度T1实际尽可能相当于目标温度

T1目标。

[0024] 如果替代地在精轧机组中在第二轧制道次之后且在第三轧制道次之前测量带钢

的实际温度T1*实际，并且以温度受到调节的方式对感应炉的多个感应器进行操控，从而使得

实际温度T1*实际尽可能相当于目标温度T1*目标，则会进一步提高精确度。

[0025] 为了设定成品带钢的组织特性，有益的是，在冷却段中进行冷却之后测量连续的

成品带钢的实际温度T2实际，并且以温度受到调节的方式操控冷却段的多个冷却喷嘴，从而

使得实际温度T2实际尽可能相当于目标温度T2目标。

[0026] 在制造相对薄的成品带钢时有利的是，连续的成品带钢在铸造-轧制-复合设备高

速运行之后以第一厚度d1离开精轧机组，随后在不间断的连续运行中逐步地把成品带钢的

厚度减小到第二厚度d2<d1，并在铸造-轧制-复合设备低速运行之前在不间断的连续运行

中逐步地把成品带钢的厚度增大到第三厚度d3>d2。

[0027] 在此有益的是，第一厚度d1介于3和12mm之间，第二厚度d2介于1.6和12mm之间，并

且第三厚度d3介于3和12mm之间。

[0028] 由于钢熔融物中的高的氢含量减少结晶器中的散热，所以有益的是，在连铸之前

例如通过真空处理将钢的氢含量降低到≤3ppm。

[0029] 此外，这种措施对敏感钢质、比如可深冲的钢的连铸产生有益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30] 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和特征由对非限定性的实施例的说明得到。以下示意性地示出

的附图：

图1示出了铸造-轧制-复合设备的立体图；

图2示出了图1的连铸设备的图示；

图3示出了该连铸设备的铸坯引导机构的不同区段的图示；

图4示出了在连铸设备的铸坯引导机构中的多个可调节宽度的喷嘴的图示；

图5示出了在铸造-轧制-复合设备中根据本发明地制造薄的热轧的成品带钢时的温度

走向的图示；

图6示出了在将根据本发明的方法使用在铸造-轧制-复合设备中的情况下成品带钢的

厚度走向的图示。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图1示意性地示出了用于由钢制造热轧的成品带钢15的根据本发明的铸造-轧制-

复合设备。通过真空处理而被预处理的、氢含量≤  1  ppm的液态钢在钢桶中被输送至连铸

设备1的钢桶转塔（图中最左边），并且在那里通过铸造分配器铸造到被构造为漏斗式结晶

器的结晶器2中。在结晶器2中形成带有薄的铸坯铸型的薄板坯铸坯3，该薄板坯铸坯具有60

至75mm的厚度和900至1700mm的宽度。部分凝固的薄板坯铸坯3从结晶器2被连续地拉出，并

在后续的铸坯引导机构4中被支撑、引导，且通过二次冷却机构被进一步冷却。铸坯引导机

构4具有竖直区段4a、弧形区段4b和水平区段4c（见图3），所述弧形区段带有多个被构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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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坯引导部段的厚度减小装置6。通过厚度减小装置6（见图2）将薄板坯铸坯3的厚度减小到

50至70mm，其中，薄板坯铸坯在减小时具有液态芯部5（所谓的Liquid  Core  Reduction（液

芯压下））或部分液态的芯部。为了在后续的轧制步骤中在粗轧机组8或精轧机组14内使得

机械的变形功保持尽可能低，并保持薄板坯铸坯3中的铸造热量，通过连铸设备1的控制和/

或调节装置20来如此设定结晶器2中的初次冷却、铸坯引导机构4中的二次冷却以及铸造速

度vc，使得薄板坯铸坯3仅仅在铸坯引导机构4的水平区段4c中才彻底凝固。根据本发明，连

铸设备1以5.5m/min的铸造速度vc运行（关于铸造速度的说明也见图3）。厚度减小的、彻底

凝固的、未除鳞的且未剪切的薄板坯铸坯3直接在连铸之后在粗轧机组8的两个粗轧机机架

R1、R2中被轧制成厚度为10至30mm的粗轧带钢9。在根据本发明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的根

据本发明的连续运行中，粗轧带钢9经过摆动飞剪10—该摆动飞剪用于在连铸设备1的铸造

之后剪断引锭杆—并且未剪切地经过输出装置11。为了减小粗轧带钢9的冷却，用绝缘板对

输出装置11加衬。

[0032] 例如由WO  01/03867  A1已知，通过控制或调节装置20来控制或调节连铸设备的运

行，从而薄板坯铸坯3的集水包顶端位于铸坯引导机构4的水平区段4c的内部。在此，把相应

的公开内容援引加入到本申请中。

[0033] 如果在置于输出装置11后面的设备部分中出现了问题，就抛弃连续运行，并且通

过摆动飞剪10把来自于连铸设备1或粗轧机组8的材料剪切成短小的粗轧带钢区段，且通过

输出装置11从在粗轧机组8与精轧机组14之间的辊道中输出。在此，在摆动飞剪10的第一次

剪切之后，将位于摆动飞剪10后面的粗轧带钢抬起，从而可靠地避免在来自粗轧机组8的材

料与位于摆动飞剪10后面的粗轧带钢9之间发生碰撞。

[0034] 如果需要的话，在感应炉12中将粗轧带钢9的温度提高到1050至1250℃、优选1150

至1200℃的温度。在此，以温度受到调节的方式操控感应炉12的感应器，从而在精轧机组14

中的最后一个轧制道次F3之前测得的实际-温度尽可能相当于预先给定的目标-温度。通过

该措施，即使在铸造速度vc很低时也可靠地实现预先设定的最终轧制温度。

[0035] 在精轧之前，通过除鳞装置13对被加热的粗轧带钢9的顶面和底面进行除鳞。在三

机架式的精轧机组14中，把除鳞后的粗轧带钢9轧制成厚度为1.6至12mm的成品带钢15，随

后通过冷却段16冷却到卷绕温度，被剪切机17剪切，并在卷绕装置18中被卷绕成卷。

[0036] 在图2中示出了连铸设备1的其他细节。

[0037] 图3进一步示出了连铸设备1的铸坯引导机构4的竖直区段4a、弧形区段4b和水平

区段4c。通过直形结晶器2和竖直区段4a，钢熔融物中的夹杂物汇聚在钢液面处，被铸造粉

末吸收，并以铸造渣子的形式用于铸坯润滑。弧形的铸坯引导机构4b的半径R在图3中示出，

并且在根据本发明的连铸设备的情况下约为5m。薄板坯铸坯3直接（即未经除鳞）在水平区

段4c之后进入到粗轧机组8的第一粗轧机机架R1中。此外，该图还示出了带有液态芯部5的

薄板坯铸坯3是如何离开结晶器2并且在铸坯引导机构4中减小厚度的。通过被构造为一对

受到驱动的铸坯引导辊的拉出装置7将厚度减小了的薄板坯铸坯3从结晶器2中拉出。为了

使得薄板坯铸坯3的集水包顶端保持在铸坯引导机构4的水平区段4c中，通过控制和/或调

节装置20受控制地或受调节地设定铸造速度vc，可选地也设定借助于厚度减小装置6而进

行的厚度减小。

[0038] 在图4中示出了在铸坯引导机构4中的可调节宽度的二次冷却机构。无论对于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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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板坯铸坯3还是对于宽的薄板坯铸坯3’，都防止铸坯的边缘区域的过度冷却，其方式为，

把外部的两个喷嘴19构造为既可在宽度方向上移动，又可垂直于铸坯表面移动。这些喷嘴

19通过喷嘴支架21与线性驱动器22连接，该线性驱动器使得这些喷嘴19在线性驱动器22的

轴向方向上移动。中间的喷嘴19可以要么固定地被构造，要么如所示出的那样同样可移动

地被构造。

[0039] 在图5中以℃示出了在根据本发明的铸造-轧制-复合设备中根据本发明地制造热

轧的成品带钢时的温度走向。芯部温度总是用虚线示出，表面温度用点划线示出，且平均温

度用实线示出。在连铸之前对品质DD11的钢熔融物予以真空处理，由此把液态钢中的氢含

量减小到≤1ppm。在连铸设备1的漏斗式结晶器2中形成部分凝固的薄板坯铸坯3，其厚度为

70mm且宽度为1300mm，并且通过液芯压下而变形成彻底凝固的厚度为60mm的薄板坯铸坯3。

彻底凝固的薄板坯铸坯3以vc=6m/min的铸造速度离开连铸设备1的水平区段4c，并且未经

除鳞便输送给两机架式的粗轧机组8，且在那里通过两个粗轧机机架R1和R2减小成厚度为

10mm的粗轧带钢9。通过在第二粗轧机机架R2的输出区域与感应炉12的输入区域之间的相

对较大的距离，将粗轧带钢9冷却到大约860℃的温度。通过感应炉12或IH使得粗轧带钢9达

到大约1115℃的温度。随后，通过除鳞装置13或DES对粗轧带钢9除鳞，由此使得表面温度下

降到大约950℃；在这种情况下，芯部温度约为1020℃。然后在精轧机组14的三个精轧机机

架F1、F2和F3中，把除鳞后的粗轧带钢9轧制成厚度为1.6mm的成品带钢15，随后在冷却段16

中冷却，剪切，并卷绕成卷。

[0040] 在图6中示出了在根据本发明的制造期间相对薄的成品带钢15的厚度走向。在铸

造-轧制-复合设备高速运行之后，起初产生厚度为d1=4mm的成品带钢15。在冷却段16中冷

却之后，连续地制得的成品带钢15被剪切机17剪断，并且通过卷绕装置18之一卷绕成第一

卷。随后，把成品带钢的厚度从d1=4mm逐步地减小到d2=1.6mm。这通过至少一个如下措施来

进行：

a)  在连铸设备1中通过厚度减小装置更为剧烈地减小薄板坯铸坯3的厚度，从而该薄

板坯铸坯更薄地离开连铸设备1；

b)  通过粗轧机组8更为剧烈地减小薄板坯铸坯3的厚度，从而粗轧带钢9更薄地离开粗

轧机组8；

c)  在精轧机组14中更为剧烈地减小粗轧带钢9的厚度，从而成品带钢15更薄地离开精

轧机组14。

[0041] 如果例如仅仅采用措施a，则应假设，在粗轧机组8和精轧机组14中的减小率保持

恒定。这一点经适当修改后也适用于措施b和c。但是当然同样可行的是，在制造一个单独的

卷期间采用多项措施。

[0042] 根据图6，成品带钢在5个卷之后具有d2=1.6mm的厚度。随后针对大约70个卷保持

该厚度，且然后把厚度从d2=1.6mm逐步地增加至d3=3.2mm。该措施是有利的，因为一方面并

非直接在铸造-轧制-复合设备高速运行之后便产生特别薄的成品带钢（在此具有1.6mm的

厚度），而是该设备有较长的时间要“自稳”。只有这样才产生特别薄的成品带钢。铸造-轧

制-复合设备的运营商通常对产生尽可能大量的薄的热轧带钢感兴趣，因为他为此可以实

现更高的利润。在铸造-轧制-复合设备低速运行之前，又增加成品带钢15的厚度，由此在生

产活动的最后阶段中降低生产中断的风险。在增加成品带钢的厚度时，经适当修改后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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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方向（不那么剧烈代替更为剧烈，并且更厚代替更薄）至少采用上述措施之一。在设备

的不间断的连续运行中采用全部的措施，由此避免比如因粗轧带钢9穿入到精轧机组14中

引起的干扰。光是这样就已经显著地提高了制造过程的稳定性。

[0043] 在图6中给出的厚度值和卷数不得限制性地理解，而是仅仅给出了一个范例。

[0044] 尽管已详细地通过优选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说明，但本发明

并不因此而受限于所公开的这些范例，且在不偏离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的情况下，本领域技

术人员可以从中推导出其他变型。

[0045] 附图标记清单：

1         连铸设备

2         结晶器

3、3’      薄板坯铸坯

4          铸坯引导机构

4a         铸坯引导机构的竖直区段

4b         铸坯引导机构的弧形区段

4c         铸坯引导机构的水平区段

5         液态芯部

6         厚度减小装置

7         拉出装置

8         粗轧机组

9         粗轧带钢

10         摆动飞剪

11         输出装置

12、IH     感应炉

13、DES    除鳞装置

14         精轧机组

15        成品带钢

16        冷却段

17         剪切机

18        卷绕装置

19        喷嘴

20         控制和/或调节装置

21、21’    喷嘴支架

22         线性驱动器

d1         第一厚度

d2         第二厚度

d3         第三厚度

F1、F2、F3   精轧机机架

R         半径

R1、R2    粗轧机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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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          铸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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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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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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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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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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