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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

大断面长材的方法，通过将原料加热、锻造、控制

轧制、冷却和产品检验工序，利用了锻压机加工

变形能力和心部渗透变形能力，又利用了高精度

轧机精确成型的塑性加工变形能力，生产出内部

致密度高、表面光洁、尺寸精度高的合金钢大断

面圆棒材；灵活使用小于Ф1000mm和断面积相等

规格大圆坯或同等断面的锻坯和连铸坯、铸钢锭

坯料，而不受设备能力的限制，生产小于Ф800mm

和断面积相等的形状规格产品组距的表面、内部

质量优良的断面形状的钢材；通过大压缩比的塑

性变形和锻造心部渗透变形，大断面钢材内部致

密度高，力学性能优良，表面光洁，尺寸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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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为：

第一步：合金钢铸坯和钢锭作为原料在步进式加热炉（1）中加热，将原料加热到完全奥

氏体化区域，合金元素完全固溶，原料开锻温度为Ac3温度点以上80-250℃，原有的等轴晶、

柱状晶和晶界熔解，化学成分进行扩散，转变为奥氏体晶粒；通过高压水除鳞机（2）去除表

面氧化铁皮，再利用锻压机组（3）进行锻打，得到长度增长、断面减小的圆形或其他断面的

锻件；在锻造过程中，原奥氏体晶粒被破碎、形成晶粒，晶粒不断形核、长大发生动态再结

晶，得到均匀的织构组织；

第二步：利用锻件余热，将锻件再经粗轧开坯机（4）往复可逆轧制成规则断面、中间断

面或圆形的中间轧件，中间轧件出粗轧开坯机（4）后经切头剪（5）切头，切头后进入热连轧

机组（6）轧制成圆形或规则断面的最终成品轧件；

第三步：圆形或规则断面的最终成品轧件经切尾剪（7）切尾后，轧件通过横移动机构

（8）输送到热锯区辊道，热锯机（9）进行定尺锯切后，定尺钢材经过冷床（10）空冷，得到均匀

的晶粒组织；

第四步：空冷后在收集装置（11）进行收集打包，再在400℃以上吊运进缓冷坑（12）进行

冷却，利用轧件余热实现回火，释放出钢中的氢和残余应力；

第五步：产品检验，成品钢材规格为Ф50mm-Ф500mm的大规格棒材和断面积相等的长

材，得合金钢大断面长材。

2.根据权利1所述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步加热炉温度为1100—1350℃,  Ф500mm断面及同等面积以下的原料步进式加热炉加热控

制高温区炉气温度在1100-1280℃之间；Ф500mm-Ф800mm断面及同等面积以上的钢坯控制

步进式加热炉高温区炉气温度在1250-1350℃之间;  钢坯加热均透,开锻温度为1150-1300

℃。

3.根据权利1所述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步粗轧过程中轧件表面温度逐步降低，开轧温度在1050-1150℃,并在轧制过程中，轧件受

纵向压力和横向摩擦力作用，晶粒不断被压扁、拉长，又不断形核长大，进行动态再结晶；热

连轧机组（6）的终轧温度控制在再结晶温度30℃以上，当轧制终了时，轧件晶粒组织细小均

匀，等轴晶粒比例达到80%以上。

4.根据权利3所述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轧

温度在950℃以上。

5.根据权利1所述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

步空冷为根据不同化学成分及对材料性能要求进行温度和冷却速度的控制，轧件以0.10-

0 .5℃/s的速度进行冷却，实现缓冷或正火热处理；对于有特殊性能要求的合金钢材，按

0.50-1 .0℃/s的速度进行快冷，得到细小的、弥散度高的沉淀相、细的铁素体和珠光体组

织；轧件在Ar3-Ar1温度区间以1.0-2.0℃/s的速度进行冷却，进一步细化铁素体晶粒，改变

珠光体形态和片层间距，提高轧件的韧性。

6.根据权利1所述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

步缓冷坑缓冷温度在400-600℃之间。

7.根据权利1所述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合金

钢铸坯和钢锭，端面尺寸范围40000mm2—502400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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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合金钢大断面圆棒材和等截面型钢长材生产方法，具体涉及到一种

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属于钢铁材料加工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锻压工艺为：合格原料、加热、锻造、冷却(热处理)、常温、金属切削加工、产品

检验。

[0003] 现有轧制工艺为：合格原料、加热、热轧、冷却(热处理)、常温、产品检验。

[0004] 传统锻造+热轧两火成材，分别采用锻压工艺和轧制工艺生产钢材存在生产周期

长，能耗高，金属收得率低、不同工艺生产的产品质量差异性大等不足。对小断面锻件需要

多次加热锻造，特别是特殊钢锻件易产生裂纹而造成产品报废；轧制工艺生产大断面钢材

心部存在质量改善效果差的不足。

[0005] 传统锻造工艺生产的长材表面不平整，不可避免的存在锻压痕，尺寸精度不能有

效控制，通过金属切削剥皮提高表面质量，金属损耗高，生产效率低，成本高且不环保；轧制

工艺生产的长材虽然表面质量好，但多受坯料规格和轧制力心部渗透能力差的限制，只能

生产小规格的高性能钢材，大断面轧件心部的缩孔残余、疏松等缺陷得不到有效改善，钢材

内部质量差。

[0006] 传统锻压工艺，锻件冷却过程在锻痕处易形成裂纹，高合金钢在锻压和冷却过程

中，很容易在锻痕处引起开裂。

[0007] 现有公开的锻轧双联工艺为：合格原料、加热、锻造、热轧、冷却(热处理)和产品检

验。

[0008] 所述锻压、轧制均为已成熟的现有技术，本发明与传统生产大断面圆棒材工艺具

有本质的区别，传统生产大断面圆棒材采用锻造或轧制工艺。锻造工艺生产的圆棒材表面

不平整，存在锻压痕，尺寸精度不能有效控制，通过剥皮提高表面质量，金属损耗高，生产效

率低，成本高且不环保；轧制工艺生产的圆棒材虽然表面质量好，但多受坯料规格和轧制力

心部渗透能力差的限制，只能生产小规格的高性能钢材，且铸坯心部的缩孔残余、疏松等缺

陷得不到有效改善，钢材芯部质量差。

发明内容

[0009] 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是现有技术生产锻材表面不平整，存在锻压

痕；小锻件需要多次加热反复锻造，容易产生裂纹而造成锻件报废，产品尺寸精度不能有效

控制，通过剥皮提高表面质量，金属损耗高，生产效率低，成本高且不环保的难题；同时解决

轧制力对大断面钢材心部渗透能力差的限制，只能生产小规格的高性能钢材；轧制工艺生

产大断面钢材存在原料心部的缩孔残余、疏松等缺陷得不到有效改善，钢材内部质量提升

受限的技术问题。并且钢材产品长度可以延长。

[0010] 克服了传统锻造工艺需多次加热锻压成型、尺寸精度差、表面不光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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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高等缺点，又克服了现有轧钢设备不能生产φ800mm以及同等截面以下的各种高性

能钢材的不足。

[0011] 技术方案：

[0012] 一种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步骤为：

[0013] 第一步：合金钢铸坯和钢锭作为原料在步进式加热炉(1)中加热，将原料加热到完

全奥氏体化区域，合金元素完全固溶，原料开锻温度为Ac3温度点以上80-250℃，原有的等

轴晶、柱状晶和晶界熔解，化学成分进行扩散，转变为奥氏体晶粒；通过高压水除鳞机(2)去

除表面氧化铁皮，再利用锻压机组(3)进行锻打，得到长度增长、断面减小的圆形或其他断

面的锻件；在锻造过程中，原奥氏体晶粒被破碎、形成晶粒，晶粒不断形核、长大发生动态再

结晶，得到均匀的织构组织；

[0014] 第二步：利用锻件余热，将锻件再经粗轧开坯机(4)往复可逆轧制成规则断面、中

间断面或圆形的中间轧件，中间轧件出粗轧开坯机(4)后经切头剪(5)切头，切头后进入热

连轧机组(6)轧制成圆形或规则断面的最终成品轧件；

[0015] 第三步：圆形或规则断面的最终成品轧件经切尾剪(7)切尾后，轧件通过横移动机

构(8)输送到热锯区辊道，热锯机(9)进行定尺锯切后，定尺钢材经过冷床(10)空冷，得到均

匀的晶粒组织；

[0016] 第四步：空冷后在收集装置(11)进行收集打包，再在400℃以上吊运进缓冷坑(12)

进行冷却，利用轧件余热实现回火，释放出钢中的氢和残余应力；

[0017] 第五步：产品检验，成品钢材规格为φ50mm-φ500mm的大规格棒材和断面积相等

的长材，得合金钢大断面长材。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第一步加热炉温度为1100-1350℃，φ

500mm断面及同等面积以下的原料步进式加热炉加热控制高温区炉气温度在1100-1280℃

之间；φ500mm-φ800mm断面及同等面积以上的钢坯控制步进式加热炉高温区炉气温度在

1250-1350℃之间；钢坯加热均透.开锻温度为1150-1300℃。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第二步粗轧过程中轧件表面温度逐步降

低，开轧温度在1050-1150℃，并在轧制过程中，轧件受纵向压力和横向摩擦力作用，晶粒不

断被压扁、拉长，又不断形核长大，进行动态再结晶；热连轧机组(6)的终轧温度控制在再结

晶温度30℃以上，当轧制终了时，轧件晶粒组织细小均匀，等轴晶粒比例达到80％以上。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终轧温度在950℃以上。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第三步空冷为根据不同化学成分及对材料

性能要求进行温度和冷却速度的控制，轧件以0.10-0.5℃/s的速度进行冷却，实现缓冷或

正火热处理；对于有特殊性能要求的合金钢材，按0.50-1.0℃/s的速度进行快冷，得到细小

的、弥散度高的沉淀相、细的铁素体和珠光体组织；轧件在Ar3-Ar1温度区间以1.0-2.0℃/s

的速度进行冷却，进一步细化铁素体晶粒，改变珠光体形态和片层间距，提高轧件的韧性。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第四步缓冷坑缓冷温度在400-600℃之间。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合金钢铸坯和钢锭，端面尺寸范围

40000mm2-502400mm2。

[0024] 有益效果：

[0025] 1、利用锻件余热轧制，节省能源。本申请设备布局紧凑，省去了轧钢加热炉占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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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减少了厂房和厂地面积，节约了投资成本；取消传统轧钢生产线的加热炉加热工序，极

大减少设备投入和节约能源消耗，是一种高效节能的生产方法。

[0026] 2、实现了原料一次加热锻轧生产超长棒材和等截面长材。采用了锻压机大的材料

塑性加工变形能力和良好的心部渗透变形能力与高精度连轧机组精确成型的塑性加工变

形能力相结合联系生产，保证了长材质量的均质性。

[0027] 3、本申请对原料适应性强，工艺设计灵活，可灵活使用小于φ1000mm和断面积相

等规格方形、多角形等断面的其它形状锻坯和连铸坯、铸钢锭等作为原料，生产φ50mm-φ

800mm规格之间的圆钢和断面积相等的各种形状规格产品组距的表面、内部质量优良的各

类断面形状的长材。

[0028] 4、生产方法适用于低碳钢、中碳钢、高碳钢、高合金钢及各类金属材料。

[0029] 5、提高了产品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达到热轧材表面质量水平，产品内部组织

致密度高，性能差异小。

[0030] 6、稳定控制各种规格钢材的开轧温度、终轧温度，实现低温变形，细化晶粒，使大

规格钢材在保证强度的同时，塑、韧性明显提高。

[0031] 7、设备投入成本低，有效扩大了产品规格范围，可通过锻轧双联工艺生产最长25

米的φ50mm-φ500mm规格组距大断面长材。

[0032] 8、表面光洁，平直度提高，圆钢弯曲度每米不大于2mm、产品尺寸公差精度高，圆钢

尺寸精度达到GB/T702第2组水平。

[0033] 9、大断面钢材晶粒度可达到7-9级范围，得到细小均匀的理想组织，带状组织和钢

材硬度得到有效控制和改善，带状可有效控制到2.0级以下。

[0034] 10、本生产方法操作便捷，便于产品生产调节，且生产效率高，投资低，是一种新

型、节能、环保的新工艺和新方法，具有极大的市场推广价值和增效能力。

[0035] 11、本发明创新性地运用的锻轧双联工艺，即利用了锻压机大的材料塑性加工变

形能力和良好的心部渗透变形能力，使铸(锭)坯内在的中心疏松、缩孔等质量缺陷，在锻造

过程中实现焊合，提高钢材致密度；又利用了高精度轧机精确成型的塑性加工变形能力，克

服了原两种生产工艺的不足，同时又利用了原两种工艺的优点，生产出内部致密度高、表面

光洁、尺寸精度高的合金钢大断面圆棒材或等截面其他形状断面的长材。

[0036] 12、本发明省去了锻件离线进行缓冷，省去剥皮修磨处理工序，通过锻造和轧制两

种工艺的双联在线有效结合，是一种创新的、先进的工艺方法和生产办法。实现了工序与产

品质量的优化，避免了锻件表面存在凹凸不平锻痕的质量缺陷。

[0037] 13、本发明通过锻轧双联工艺，锻件表面的锻压痕通过轧制，表面光洁，平直度提

高(圆钢弯曲度由每米不大于5mm提高到每米不大于2mm)、产品尺寸公差精度高(圆钢尺寸

精度达到GB/T702第2组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得到明显改善，省去了传统锻压件表面进行

剥皮和金属切削锻压痕的工序，金属损耗降低，提高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

[0038] 14、本发明锻轧双联工艺，充分利用锻造过程中钢(锭)坯大变形所产生的加工热

能和锻件余热，必要时适当在线补热锻件，使锻件直接进入轧机进行轧制，完成热轧精确成

型，省去了传统轧钢生产线的加热炉加热工序，极大减少设备投入和节约能源消耗，是一种

高效节能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方法。

[0039] 15、本发明对钢铁材料组织的有极大的改善，即充分利用了锻压对晶粒的破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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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制过程中晶粒组织织构被进一步的拉长、断开、形核长大，实现了动态再结晶过程，最终

使大断面钢材获得细小均匀的细晶组织，大断面钢材晶粒度可达到7-9级范围，这是传统大

棒材轧制所不能实现的。

[0040] 16、本发明是锻压设备和轧制设备结合在线连续作业，实现钢材材料的热变形加

工，设备布局紧凑，省去了轧钢加热炉和占地面积，减少了厂房和厂地面积，节约了投资成

本。

[0041] 17、本发明锻轧双联工艺为一火成材，减少锻件进行轧制前的原料加热工序，实现

了长材锻轧连续生产、生产周期短、能耗低、金属收得率高。

[0042] 18、本发明采用锻件余热直接控制轧制，延长产品长度，通过连轧可以生产最长25

米，Φ300-Φ500mm之间的大规格圆棒材和同等截面其他形状长材，提高产品几何形状精

度；中心疏松和一般疏松不大于1.0级，缩孔残余不大于0.5级；Φ300-Φ500mm截面的大断

面钢材晶粒度可达到7-9级范围，得到细小均匀的理想组织。

[0043] 19、本发明可灵活使用小于φ1000mm和断面积相等规格大圆坯或同等断面的其它

形状锻坯和连铸坯、铸钢锭等坯料，生产小于φ800mm和断面积相等的各种形状规格产品。

通过大压缩比的塑性变形和锻造良好的心部渗透变形，使钢材内部致密度高，力学性能优

良，表面光洁，尺寸精度高。满足了高品质φ300mm以上规格优质特大圆棒以及大断面长材

市场需求。

[0044] 20、本发明所公开的锻轧双联工艺是一种创新性工艺思路和生产方法，是锻压和

轧制两种金属塑性加工方法的有效结合，是一种新型、节能、环保的新工艺和新方法。本生

产方法操作便捷，便于产品生产调节，且生产效率高，投资低。具有极大的市场推广价值和

增效能力。

附图说明：

[0045] 图1为本申请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工艺平面布置图。

[0046] 附图标记说明：1、步进式加热炉，2、高压水除鳞机，3、锻压机组，4、粗轧开坯机，5、

切头剪，6、热连轧机组，7、切尾剪，8、横移动机构，9、热锯机，10、冷床，11、收集装置，12、缓

冷坑。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48] 实施例1：

[0049] 如图1所示，一种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包括步进式加热炉

1、高压水除鳞机2、锻压机组3、粗轧开坯机4、切头剪5、热连轧机组6、切尾剪7、横移动机构

8、热锯机9、冷床10、收集装置11、缓冷坑12。

[0050] 所述步进式加热炉1、高压水除鳞机2、锻压机组3、粗轧开坯机4、切头剪5、热连轧

机组6、切尾剪7、横移动机构8、热锯机9、冷床10、收集装置11依次连接，缓冷坑12修建在生

产线的一侧。

[0051] 将φ1000mm合金钢铸坯和钢锭送进步进式加热炉1，开启步进式加热炉1，高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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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温至1250-1350℃，加热完成后通过高压水除鳞机2表面除鳞，锻压机组3开锻温度为

1200-1280℃，经锻压机组3锻造成550x550mm的锻件，锻件温度1100-1230℃区间时，进入开

坯粗轧机进行可逆往复轧制7-9道次，控制轧件每道次间隙等待时间，在900-1000℃区间完

成最后两道次轧制，终轧温度≥950℃，轧成断面为φ500mm热轧圆钢，并通过切头剪5实现

轧件切头，热连轧机组6离线，切尾剪7不使用，轧件通过辊道传输到横移动机构8，使用替换

导槽传输，横移动机构将轧件传输出辊道，再经过热锯9切断成3-12m的定尺，再经过冷床10

冷却，再经过收集装置11收集，吊运进缓冷12进行缓冷。

[0052] 550x550x4000mm锻件轧制成品规格φ500mm圆钢轧制工艺表见表1。

[0053]

[0054] 表1φ500mm圆钢轧制工艺表

[0055] 实施例2：

[0056] 如图1所示，一种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包括步进式加热炉

1、高压水除鳞机2、锻压机组3、粗轧开坯机4、切头剪5、热连轧机组6、切尾剪7、横移动机构

8、热锯机9、冷床10、收集装置11、缓冷坑12。

[0057] 所述步进式加热炉1、高压水除鳞机2、锻压机组3、粗轧开坯机4、切头剪5、热连轧

机组6、切尾剪7、横移动机构8、热锯机9、冷床10、收集装置11依次连接，缓冷坑12修建在生

产线的一侧。

[0058] 将φ800mm原料移送进步进式加热炉1，开启步进式加热炉1，高温区升温至1250-

1350℃，将原料加热到完全奥氏体化区域，合金元素完全固溶，原有的等轴晶、柱状晶和晶

界熔解，化学成分进行扩散，转变为奥氏体晶粒，加热完成后通过高压水除鳞机2表面除鳞，

锻压机组3开锻温度为1200-1280℃，经锻压机组3锻造成550×550mm的锻件，得到长度增

长、断面减小的圆形或其他断面的锻件；在锻造过程中，原奥氏体晶粒被破碎、形成晶粒，晶

粒不断形核、长大发生动态再结晶，得到均匀的织构组织，锻件温度1100-1230℃区间时，进

入开坯粗轧机4进行可逆往复轧制7-9道次，控制轧件每道次间隙等待时间，在900-1000℃

区间完成最后两道次轧制，终轧温度≥950℃，轧成断面为φ500mm热轧圆钢，并通过切头剪

5实现轧件切头，热连轧机组6离线，切尾剪7不使用，轧件通过辊道传输到横移动机构8，使

用替换导槽传输，横移动机构将轧件传输出辊道，再经过热锯9切断成3-12m的定尺，再经过

冷床10冷却最后经过收集装置11收集，吊运进缓冷12进行缓冷，利用轧件余热实现回火，释

放出钢中的氢和残余应力，产品检验，得合金钢大断面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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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实施例3：

[0060] 如图1所示，一种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包括步进式加热炉

1、高压水除鳞机2、锻压机组3、粗轧开坯机4、切头剪5、热连轧机组6、切尾剪7、横移动机构

8、热锯机9、冷床10、收集装置11、缓冷坑12。

[0061] 所述步进式加热炉1、高压水除鳞机2、锻压机组3、粗轧开坯机4、切头剪5、热连轧

机组6、切尾剪7、横移动机构8、热锯机9、冷床10、收集装置11依次连接，缓冷坑12修建在生

产线的一侧。

[0062] 将φ800mm原料移送进步进式加热炉1，开启步进式加热炉1，高温区升温至1250-

1350℃，加热完成后通过高压水除鳞机2表面除鳞，锻压机组3开锻温度为1200-1280℃，经

锻压机组3锻造成550×550mm的锻件，锻件温度1100-1230℃区间时，进入开坯粗轧机进行

可逆往复轧制13道次，控制轧件每道次间隙等待时间，在1000-1050℃区间完成最后两道次

轧制，轧成断面为255*273mm矩形断面，并通过切头剪5实现轧件切头，轧件进入热连轧机组

6进行轧制，轧制成φ250mm的成品圆棒，终轧温度控制在950-980℃，切尾剪7不使用，通过

辊道传输到横移动机构8，横移动机构8将轧件传输出辊道，再经过热锯9切断成6-12m的定

尺，再经过冷床10冷却最后经过收集装置11收集，吊运进缓冷12进行缓冷。

[0063] φ550x550x4000mm锻件轧制成品规格φ250mm圆钢轧制工艺表见表2。

[0064]

[0065]

[0066] 表2φ250mm圆钢轧制工艺表

[0067] 实施例4：

[0068] 如图1所示，一种锻轧双联工艺生产合金钢大断面长材的方法，包括步进式加热炉

1、高压水除鳞机2、锻压机组3、粗轧开坯机4、切头剪5、热连轧机组6、切尾剪7、横移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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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热锯机9、冷床10、收集装置11、缓冷坑12。

[0069] 所述步进式加热炉1、高压水除鳞机2、锻压机组3、粗轧开坯机4、切头剪5、热连轧

机组6、切尾剪7、横移动机构8、热锯机9、冷床10、收集装置11依次连接，缓冷坑12修建在生

产线的一侧。

[0070] 将φ300mm原料移送进步进式加热炉1，开启步进式加热炉1，高温区升温至1100-

1230℃，加热完成后通过高压水除鳞机2表面除鳞，锻压机组3开锻温度为1100-1200℃，经

锻压机组3锻造成200×200mm的锻件，锻件温度1030-1100℃区间时，进入开坯粗轧机进行

可逆往复轧制5道次，控制轧件每道次间隙等待时间，在1000-1050℃区间完成最后两道次

轧制，轧成断面为80*115mm矩形断面，并通过切头剪5实现轧件切头，轧件进入热连轧机组6

进行轧制，轧制成φ50mm的成品圆棒，终轧温度控制在950-980℃，切尾剪7使用，进行分倍

尺和切尾，通过辊道传输到横移动机构8，横移动机构8将轧件传输出辊道，再经过热锯9切

断成6-12m的定尺，再经过冷床10冷却最后经过收集装置11收集，吊运进缓冷12进行缓冷。

[0071] φ200x200x6000mm锻件轧制成品规格φ50mm圆钢轧制工艺表见表3。

[0072]

[0073] 表3φ50mm圆钢轧制工艺表

[0074]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及其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

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实施实例不以任何形式限制

本发明，凡采用等同或等效变换的方式所获得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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