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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属铸连轧方法及设备，它将金属熔

体，尤其是铝合金熔体连续注入一个与轧辊对接

的水冷式结晶器内，熔体在结晶器内快速冷却，

离开前凝固或凝固成带液芯的坯壳，进入轧辊，

经5～75％的轧制变形，轧制成预定厚度，并以

1.5～75m/min的速度离开轧辊，切头并卷取；结

晶器与轧辊对接，将铸造与轧制分离，摆脱了铸

轧机辊径对冷却区长度和辊套对冷却强度的制

约；结晶器由高导热材料制造，冷却区长度大于

80mm，使浇铸固液相温差大于45℃的金属、铸坯

厚度大于12mm、铸连轧速度大于1.5m/min成为可

能；摆脱铸造功能的轧辊可由水内冷改为实芯

辊，生产时辊面热应力显著降低，提高了轧辊寿

命和产品质量；本发明能在不停机时调节板厚和

板形，结晶器可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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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铸连轧方法，内容为：将金属熔体连续注入一个水冷式结晶器内部，熔体在

结晶器内部快速冷却，离开结晶器前凝固或凝固成带液芯的坯壳，传送后进入轧辊，轧制成

预定的厚度，切头并卷成卷材，其特征是：将金属熔体连续注入一个与轧辊对接的水冷式结

晶器内部，熔体在结晶器内部快速冷却，离开结晶器前凝固或凝固成带液芯的坯壳，在后续

熔体的推送下连续铸造出1.2～45mm厚的铸坯，铸坯在金属固相线温度和结晶温度之间，进

入轧辊，经过5～75％的轧制变形，轧制到预定的厚度，并以1.5～75m/min的速度离开轧辊，

切头或切头-铣面后卷成卷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铸连轧方法，其特征是：使保温炉内金属熔体的温度高于

其熔点温度30℃～90℃，冷却水压力设定在0.3～0.5MPa之间、温度小于32℃；确认水内冷

式轧辊的冷却水阀门关闭，结晶器冷却水阀门关闭后，打开180～270度；由轧辊侧推或拉缸

将中间辊或上辊向轧机的入口侧推或拉到底，辊缝调整到2～12mm之间；然后，安装并调整

结晶器、前箱及流槽，将结晶器与轧制线之间的倾角调整在0～18°范围内，流槽底面与轧制

线之间的高度差调整在-30～110mm范围内；启动轧机和喷涂润滑-冷却系统，确认轧制铸坯

的辊面已均匀喷涂上了润滑剂，润滑-冷却喷头停靠到轧辊一侧，停机；

上述工艺参数调整好后，熔体进入结晶器前，分别向上、下嘴板的内腔面注润滑剂；再

次启动轧机，经过跑渣和立板阶段后，根据所要生产的产品厚度，进一步调整辊缝和轧机速

度；侧推或拉缸将中间辊或上辊缓慢推或拉向轧机出口侧，辊缝逐渐增大，于此同时，调节

压下油缸，加大轧制力，避免辊缝增大过快；在辊缝调节过程中，要密切观察轧制力的变化

情况，如轧制力增大过快，则要提高轧机速度，减小冷却水流量；反之，则要降低轧机速度，

加大冷却水流量；轧制力和轧制速度稳定后，通过压下油缸再次调节辊缝，使板坯满足产品

对厚度及厚度公差的要求，同时通过弯辊调节机构对板形进行调节，使板坯满足产品对板

形公差的要求；辊缝和轧机速度调整好后，投入喷涂润滑-冷却系统，并向或不向辊缝和板

面喷射惰性气体；

在整个铸连轧生产初期，应确保电压、电流、温度、水量、速度、轧制力各参数无异常，经

过一段时间的稳定运行，将会铸连轧出合格的金属板坯，剪掉不合格的板头，后续板坯传送

或铣面后传送至卷取机，并卷成卷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铸连轧方法，其特征是：使保温炉内金属熔体的温度高于

其熔点温度30℃～90℃，冷却水压力设定在0.3～0.5MPa之间、温度小于32℃；确认水内冷

式轧辊的冷却水阀门关闭，结晶器冷却水阀门关闭后，打开180～270度；由轧辊侧推或拉缸

将中间辊或上辊向轧机的入口侧推或拉到底，辊缝调整到2～12mm之间；然后，安装并调整

结晶器、前箱及流槽；将结晶器与轧制线之间的倾角调整在0～-12°范围内，流槽底面与轧

制线之间的高度差调整在-40～20mm范围内；启动轧机和喷涂润滑-冷却系统，确认轧制铸

坯的辊面已均匀喷涂上了润滑剂，润滑-冷却喷头停靠到轧辊一侧，停机；

上述参数调整好后，熔体进入结晶器前，分别向上、下嘴板的内腔面注润滑剂；再次启

动轧机，经过跑渣和立板阶段后，根据所要生产的产品厚度，进一步调整辊缝和轧机速度；

侧推或拉缸将中间辊或上辊缓慢推或拉向轧机出口侧，辊缝逐渐减小，于此同时，调节压下

油缸，减小轧制力，使辊缝在铸坯变形抗力的作用下逐渐增大；在辊缝调节过程中，要密切

观察轧制力的变化情况，如轧制力增大过快，则要提高轧机速度，减小冷却水流量；反之，则

要降低轧机速度，加大冷却水流量；轧制力和轧制速度稳定后，通过压下油缸再次调节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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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使板坯满足产品对厚度及厚度公差的要求，同时通过弯辊调节机构对板形进行调节，使

板坯满足产品对板形公差的要求；辊缝和轧机速度调整好后，投入喷涂润滑-冷却系统，并

向或不向辊缝和板面喷射惰性气体；

在整个铸连轧生产初期，应确保电压、电流、温度、水量、速度、轧制力各参数无异常，经

过一段时间的稳定运行，将会铸连轧出合格的金属板坯，剪掉不合格的板头，后续板坯传送

或铣面后传送至卷取机，并卷成卷材。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金属铸连轧方法，其特征是：在铸连轧生

产过程中，当金属铸坯与结晶器发生粘连时，可通过轧辊侧推或拉缸周期性的推拉中间辊

或上辊，中间辊或上辊夹持辊缝内的板坯与结晶器产生周期性的正、反向滑动，从而消除粘

连；或通过伺服阀控制侧推或拉缸，推拉中间辊或上辊使铸坯与结晶器产生往复、矩形、梯

形或正弦曲线运动中的任意一种运动形式，来预防或消除铸坯与结晶器的粘连。

5.一种金属铸连轧设备，生产铝合金时主要包括：保温炉、熔体炉外连续处理装置、流

槽、前箱、结晶器、结晶器倾角调节装置、轧机本体、轧机驱动装置、压下油缸、轧辊偏心调节

机构、弯辊调节机构、喷涂润滑-冷却系统、导向辊、剪切机、卷取机组；生产铜合金时主要包

括：保温炉、熔体炉外连续处理装置、结晶器、轧机本体、轧机驱动装置、压下油缸、轧辊偏心

调节机构、弯辊调节机构、喷涂润滑-冷却系统、导向辊、剪切机、铣面机、卷取机组，其特征

是：

(a)所述设备轧机本体的入口侧，具有一套与轧辊对接的水冷式结晶器；

(b)所述设备具有一套惰性气体喷射装置；

(c)所述设备轧机本体的辊系由三根或两根上下排列的轧辊组成；

(d)所述设备轧机本体具有一套轧辊偏心调节机构；

(e)所述设备轧机本体具有一套弯辊调节机构；

(f)所述设备具有一套上、下嘴板润滑装置；

(g)所述设备具有一套电磁搅拌装置；

(h)所述设备具有一套超声波清洗机组；

(i)所述设备具有一套轧辊喷涂润滑-冷却系统。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结晶器设置在结晶器倾角调

节装置上，或把合在保温炉上，或把合在熔体炉外连续处理装置上，它包括：结晶器本体、下

水封板、上水封板、下嘴板、上嘴板、操作侧侧嘴板、传动侧侧嘴板、两个以上的稳流块及与

稳流块相对应的金属套。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结晶器其本体的上、下面

开有冷却水槽，或上、下面和左、右侧面同时开有冷却水槽；所述结晶器本体有两个以上横

向排列上、下贯通的圆孔，或在上、下贯通圆孔的基础上，左、右侧面各有一个以上分别与

左、右侧面冷却水槽相通的圆孔，圆孔的一端与冷却水进口或出口法兰相通；所述结晶器本

体的冷却区长度大于80mm。

8.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结晶器其下嘴板、上嘴板

和两个侧嘴板由金属、石墨、陶瓷或硬质耐火材料中的任意一种材料制作，它们分别安装在

结晶器本体的下前方、上前方、操作侧侧前方和传动侧侧前方，下嘴板的前弧面与下辊辊面

吻合，上嘴板的前弧面与中间辊或上辊辊面吻合，两个侧嘴板的下弧面与下辊辊面吻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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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面与中间辊或上辊辊面吻合。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惰性气体喷射装置由惰性气体

源、管路系统及惰性气体罩组成；所述惰性气体罩在轧机的入口侧，安装在中间辊或上辊轴

承箱上，或安装在机架上，或安装在结晶器的上水封板上；所述惰性气体罩上安装有惰性气

体喷嘴；所述惰性气体源通过管路与上、下嘴板和两个侧板的惰性气体外接口相连，或与惰

性气体罩上的喷嘴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5、6或9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结晶器其上、下嘴板

的内腔面上，分别有两个以上横向排列相互联通的小孔，它们分别有与上、下嘴板润滑装置

相连的外接口；所述上嘴板的圆弧面上，分别有两个以上横向排列相互联通的喷射孔，并有

与惰性气体源相连的外接口；所述两个侧嘴板的前端面和上圆弧面上，分别有两个以上的

喷射孔，各侧嘴板的喷射孔相互联通，并分别设有与惰性气体源相连的外接口。

11.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结晶器其两个侧嘴板的

内侧具有板宽调节凸块，凸块与侧嘴板是一体的或是两体的。

12.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结晶器其稳流块是中空

的，稳流块分布在结晶器的流道上，并分别由金属套固定。

13.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结晶器其金属套安装在

结晶器本体上、下贯通的圆孔内，金属套的一端与冷却水进口或出口法兰相通，金属套上、

下两端均布两个以上的豁槽，上、下豁槽分别与结晶器本体的上、下冷却水槽相通。

14.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设备轧机本体的辊系中的

轧辊是实芯的，或一根或二根或三根是水内冷式的；所述辊系是偏心的，中间辊或上辊偏向

轧机出口侧或入口侧；所述偏心量包含固定量和可调量。

15.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设备轧机本体具有一套轧

辊偏心调节机构，轧辊偏心调节机构由两个或四个内含油缸的凸块组成，凸块分别安装在

传动侧和操作侧的机架窗口内或外；所述凸块单独安装在传动侧和操作侧机架窗口内或外

的出口侧或入口侧，或同时安装在传动侧和操作侧机架窗口内或外的出、入口两侧。

16.根据权利要求5或15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设备轧机本体具有一

套轧辊偏心调节机构，轧辊偏心调节机构的油缸由电磁阀或伺服阀控制，油缸的运动曲线

是往复、矩形、梯形或正弦中的任意一种。

17.根据权利要求5或15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弯辊调节机构的油缸安装

在已有轧辊偏心调节机构的凸块内，当轧机出口侧或入口侧没有轧辊偏心调节机构凸块

时，弯辊凸块是单独设置的。

1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电磁搅拌装置有一组电磁

感应线圈，所述线圈设置在结晶器的外面或设置在结晶器本体的冷却水槽内。

1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超声波清洗机组有一个以

上的超声波清洗头，清洗头设置在结晶器的金属套内。

2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喷涂润滑-冷却系统由固定式或

轴向左右移动的上、下轧辊喷涂装置，两个或三个储液罐及一套储液喷涂切换控制系统组

成；所述轧辊喷涂装置安装在轧机本体的出口侧。

21.根据权利要求5或20所述的金属铸连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喷涂润滑-冷却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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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介质是水基石墨乳或乳化液，冷却介质是水或乳化液，系统介质是通过喷涂装置和喷

涂切换控制系统单独对轧辊进行润滑或冷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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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铸连轧方法及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产金属板坯的方法及设备，更具体的是，涉及一种改进了双辊

铸轧机铸造、轧制条件的由金属熔体，尤其是铝合金熔体连续生产板坯的方法及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双辊铸轧机生产板坯主要是在两个铸轧辊之间的铸轧区内完成的，铸轧区的长度

与铸轧辊直径、铸轧方式及工艺条件等有关，但铸轧辊直径起主要作用。增加铸轧区长度，

加大了冷却面积，进而可提高铸轧速度，但受铸轧辊直径和冷却强度有限这一固有特征的

制约，浇铸厚度大于12mm、固液两相线温差大于45℃的铝合金，以及铸坯速度大于1.5m/min

是很困难的。

[0003] 中国专利公开日2008年8月13日，公开号CN  101239358  A公布了一种“双辊铸轧-

热连轧方法及设备”，其核心是：在双辊铸轧机的基础上，给出一种显著增大铸轧区长度，提

高冷却强度的方法，它是通过设计一种偏心异径双辊铸轧机，并配合铸嘴倾角在0°～±19°

范围内任意调节的机构而实现的。它是针对现有双辊铸轧机冷却区长度和冷却强度有限的

缺陷，作出的改进，它可将现有铸轧机的铸轧区长度加大1.8～4.0倍，辊缝加大1.5～2.5

倍，铸轧速度提高1.5～3.0倍，使铸坯在301℃～510℃的范围内连续热轧，并且综合加工量

控制在40～85％之间，从而显著提高板坯的：产量、尺寸精度、机械性能，并扩大产品范围。

[0004] 双辊铸轧-热连轧方法及设备的发明，提高了铸轧机的冷却强度，改进了铸轧条

件。但其辊缝和板形无法在线调解，所生产的板坯厚度、产能及合金品种仍达不到连铸连轧

机的水平，更无法与热轧机相比。

[0005] 为了解决双辊铸轧机辊缝和板形在线调整的问题，中国专利公开日2011年6月29

日，公开号CN  102107211  A公布了一种“供料嘴兼结晶器的三辊铸轧机”，该机三个辊上下

排列，上辊是支承辊，中间辊和下辊是铸轧辊。中间辊带有一套弯辊机构，中间辊直径是下

辊直径的1/4～3/4，中间辊较下辊短，其长度是按板坯的宽度规格做成不同的尺寸，中间辊

与上下辊之间是偏心的，其偏心值在0～±120mm之间。

[0006] 供料嘴兼结晶器的三辊铸轧机的供料嘴包括：供料嘴本体、下嘴板、上嘴板、两个

侧板及连接侧板的上下拉杆，上、下拉杆的宽度由连接螺母调节，并与中间辊的辊面宽度相

一致。上嘴板设有活动嘴板，活动嘴板由弹簧进给机构和活动板构成，生产时活动板的前端

弧面在弹簧的作用下始终与中间辊辊面紧密接触，活动板的侧壁与两个侧板的内壁保持动

配合关系，并且，活动板的下面与上嘴板的上面也保持动配合关系。供料嘴内部设有热交换

器，生产中热交换器可以使铝液在固液相状态下，进入中间辊和下辊之间的辊缝，经辊子进

一步冷却凝固成板坯，并在轧辊的作用下产生一定的变形。同时，中间辊弯辊机构还可对铸

坯的板形进行在线调节。

[0007] 供料嘴兼结晶器的三辊铸轧机，解决了在线弯辊的问题，使铸坯板形精度得以提

高。但是，供料嘴的侧板是通过夹持中间辊侧壁而形成熔池的，不同板宽需要对应不同宽度

的供料嘴和中间辊，增加了备件，提高了生产成本。同时，中间辊边部存在水冷沟槽空白，增

说　明　书 1/7 页

6

CN 108838207 B

6



加了工艺废边的宽度。供料嘴中间设置热交换器，起到了带走部分液态金属热量的作用。但

在生产中，液态金属还是要在铸轧机辊缝中完成最终凝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铸坯的

在线厚度和板形调整，加之供料嘴结构复杂，活动嘴板在线随动性较差，无法克服液态金属

的粘滞阻力，很难保证供料嘴的在线密封。热交换器的设置使供料嘴的结构更加复杂，并加

大了稳流块的设置难度。

[0008] 目前，生产铝合金板坯的各种铸轧机供料嘴均不能重复使用，每次更换产品规格、

品种或因设备停机后，都要重新制作供料嘴。本发明是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做出的

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是在双辊铸轧机、CN  101239358  A和CN  102107211  A两项发明的基础上，

提供一种彻底改变铸轧机铸造、轧制条件，由金属熔体，尤其是铝合金熔体连续生产板坯的

方法及设备。使用本发明可有效解决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产品材料范围窄、板材硬度高、深

冲性不好、针孔多、边部裂纹多、箔轧时易断带、产量和板坯尺寸精度低等缺陷。并且，本发

明中的结晶器可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变换产品品种及厚度规格，结晶器可以重复使用。轧

辊可以由水内冷式结构改为实芯结构，生产中实芯轧辊显著降低了辊面的热交变应力和热

疲劳强度，使轧辊寿命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此外，本发明还有效的解决了铸坯厚度和板形

在线调整的问题。

[0010] 本发明方法涉及的内容为：将金属熔体，尤其是铝合金熔体连续注入一个与轧辊

对接的水冷式结晶器内部，熔体在结晶器内部快速冷却，离开结晶器前凝固或凝固成带液

芯的坯壳，在后续熔体的推送下连续铸造出1.2～45mm厚的铸坯，铸坯在金属固相线温度和

结晶温度之间，进入轧辊，经过5～75％的轧制变形，轧制到预定的厚度，并以1.5～75m/min

的速度离开轧辊，切头或切头-铣面后卷成卷材，具体方法是：

[0011] 将结晶器放置在100℃～260℃的烘干炉内，连续烘干4小时以上，使保温炉内的金

属熔体，尤其是铝合金熔体的温度高于其熔点温度30℃～90℃，冷却水压力设定在0.3～

0.5MPa之间、温度小于32℃；确认水内冷式轧辊的冷却水阀门关闭，结晶器冷却水阀门关闭

后，打开180～270度；由轧辊侧推或拉缸将中间辊或上辊向轧机的入口侧推或拉到底，辊缝

调整到2～12mm之间；然后，安装并调整结晶器、前箱及流槽。

[0012] 本发明设备有，中间辊或上辊偏向轧机出口侧结晶器下倾(出侧下倾)结构，或有，

中间辊或上辊偏向轧机入口侧结晶器上倾(入侧上倾)结构；两种结构的中间辊或上辊偏移

量包含固定量和可调量，固定量分别在0～±40mm之间，可调量分别在0～±160mm之间；出

侧下倾参数调整：结晶器与轧制线之间的倾角调整在0～18°范围内，流槽底面与轧制线之

间的高度差在-30～110mm范围内；入侧上倾参数调整：结晶器与轧制线之间的倾角在0～-

12°范围内，流槽底面与轧制线之间的高度差在-40～20mm范围内；出侧下倾或入侧上倾中

的参数调整好后，启动轧机(辊面线速度控制在3m/min左右)和喷涂润滑-冷却系统，确认轧

制铸坯的辊面已均匀喷涂上了润滑剂，润滑-冷却喷头停靠到轧辊一侧，停机。

[0013] 上述工艺参数调整好后，熔体进入结晶器前，分别向上、下嘴板的内腔面注润滑

剂；再次启动轧机，辊面线速度控制在6～20m/min的范围内，让保温炉内的金属或铝合金熔

体通过流槽进入前箱，打开前箱放流眼，用最少的熔体烫好前箱；当前箱熔体温度高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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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连轧温度20℃～30℃，结晶器内部充满熔体，流槽液面与轧制线之间的高度差(出侧下倾

为50～240mm；入侧上倾为40～150mm)达到设定范围时，开始跑渣，熔体在受控静压力的作

用下，从结晶器出口端涌出，与旋转的轧辊相遇，温度急剧下降，此时熔体形成半凝固状的

碎块，并随着轧辊的旋转被带出，送入废料收集箱，这是跑渣阶段。

[0014] 经过几分钟的跑渣，预热了整个浇铸系统。这时要认真观察轧辊带出的半凝固状

板坯有无异常现象，如果表面有条带，则该处附近有氧化物堵塞，要予以疏通，如有硬块，则

需延长预热时间，直到正常为止。此后，逐渐打开水内冷式轧辊及结晶器的冷却水阀门。同

时，降低轧机速度(辊面线速度控制在3～16m/min范围内)，直到开始有固态板立起来为止。

出板一般是从两边或中央开始，铸连轧出来的板坯逐渐加宽，如果加宽的速度太快，可稍微

加快轧机速度，以免加宽的速度太快而将结晶器带出。同时，要观察立起的板坯边缘是否有

锯齿形状，如果有这种现象，说明熔体中有气体，要适当升速，使板坯表面产生热带，保持一

段时间，让气体从热带处逸出。在此期间，要密切观察轧制力的波动幅度和其它工艺参数，

当各种参数稳定后，将轧机速度调整到相对稳定的状态。从高温金属或铝合金熔体由保温

炉进入结晶器，到生产出板坯的整个过程叫立板。

[0015] 立板完成后，还要根据所生产的产品厚度和精度，对出侧下倾或入侧上倾的辊缝、

轧辊凸度和轧机速度进行调节；出侧下倾：侧推或拉缸将中间辊或上辊缓慢推或拉向轧机

出口侧，辊缝逐渐增大，于此同时，调节压下油缸，加大轧制力，避免辊缝增大过快；入侧上

倾：侧推或拉缸将中间辊或上辊缓慢推或拉向轧机出口侧，辊缝逐渐减小，于此同时，调节

压下油缸，减小轧制力，使辊缝在铸坯变形抗力的作用下逐渐增大；在出侧下倾或入侧上倾

辊缝的调节过程中，要密切观察轧制力的变化情况，如轧制力增大过快，则要提高轧机速

度，减小冷却水流量；反之，则要降低轧机速度，加大冷却水流量；轧制力和轧制速度稳定

后，通过压下油缸再次调节辊缝，使板坯满足产品对厚度及厚度公差的要求，同时通过弯辊

调节机构对板形进行调节，使板坯满足产品对板形公差的要求；辊缝和轧机速度调整好后，

投入喷涂润滑-冷却系统，喷涂润滑-冷却系统是同一套装置，它可以根据工艺规程和生产

情况进行自动或手动切换；同时，通过惰性气体源及其管路系统向或不向辊缝和板面喷射

惰性气体。

[0016] 在整个铸连轧生产初期，应确保电压、电流、温度、水量、速度、轧制力等参数无异

常，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运行，将会铸连轧出合格的金属或铝合金板坯，剪掉不合格的板

头，后续板坯传送或铣面后传送至卷取机，并卷成卷材。

[0017] 在铸连轧生产过程中，当金属铸坯，尤其是铝合金铸坯与结晶器发生粘连时，可通

过轧辊侧推或拉缸周期性的推拉中间辊或上辊，中间辊或上辊夹持辊缝内的板坯与结晶器

产生周期性的正、反向滑动，从而消除粘连；或通过伺服阀控制侧推或拉缸，推拉中间辊或

上辊使铸坯与结晶器产生矩形、梯形、正弦或非正弦曲线运动中的任意一种运动形式，来预

防或消除铸坯与结晶器的粘连。

[0018] 一种实现上述工艺方法的铸连轧设备，生产铝合金时主要包括：保温炉、熔体炉外

连续处理装置、流槽、前箱、结晶器、结晶器倾角调节装置、轧机本体、轧机驱动装置、压下油

缸、轧辊偏心调节机构、弯辊调节机构、喷涂润滑-冷却系统、导向辊、剪切机、卷取机组；生

产铜合金时主要包括：保温炉、熔体炉外连续处理装置、结晶器、轧机本体、轧机驱动装置、

压下油缸、轧辊偏心调节机构、弯辊调节机构、喷涂润滑-冷却系统、导向辊、剪切机、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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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卷取机组。

[0019] 所述设备轧机本体的入口侧，具有一套与轧辊对接的水冷式结晶器，结晶器设置

在与机架相连的倾角调节装置上，或把合在保温炉上，或把合在熔体炉外连续处理装置上，

它包括：结晶器本体、下水封板、上水封板、下嘴板、上嘴板、操作侧侧嘴板、传动侧侧嘴板、

两个以上的稳流块及与稳流块相对应的金属套；所述结晶器本体的上、下面开有冷却水槽，

或上、下面和左、右侧面同时开有冷却水槽；所述结晶器本体有两个以上横向排列上、下贯

通的圆孔，或在上、下贯通圆孔的基础上，左、右侧面各有一个以上分别与左、右侧面冷却水

槽相通的圆孔，圆孔的一端与冷却水进口或出口法兰相通；所述结晶器本体的冷却区长度

大于80mm；所述下嘴板、上嘴板和两个侧嘴板由金属、石墨、陶瓷或硬质耐火材料中的任意

一种材料制作，它们分别安装在结晶器本体的下前方、上前方、操作侧侧前方和传动侧侧前

方，下嘴板的前弧面与下辊辊面吻合，上嘴板的前弧面与中间辊或上辊辊面吻合，两个侧嘴

板的下弧面与下辊辊面吻合，上弧面与中间辊或上辊辊面吻合；所述上、下嘴板的内腔面

上，分别有两个以上横向排列相互联通的小孔，它们分别有与上、下嘴板润滑装置相连的外

接口；所述上、下嘴板的圆弧面上，分别有两个以上横向排列相互联通的喷射孔，并有与惰

性气体源相连的外接口；所述两个侧嘴板的前端面和上圆弧面上，分别有两个以上的喷射

孔，各侧嘴板的喷射孔相互联通，并分别设有与惰性气体源相连的外接口；所述两个侧嘴板

的内侧具有板宽调节凸块，凸块与侧嘴板是一体的或是两体的；所述稳流块是中空的，稳流

块分布在结晶器的流道上，并分别由金属套固定；所述金属套安装在结晶器本体上、下贯通

的圆孔内，金属套的一端与冷却水进口或出口法兰相通，金属套上、下两端均布两个以上的

豁槽，上、下豁槽分别与结晶器本体的上、下冷却水槽相通。

[0020] 所述设备轧机本体的辊系由三根或两根上下排列的轧辊组成；所述辊系中的轧辊

是实芯的，或一根或二根或三根是水内冷式的；所述辊系是偏心的，中间辊或上辊偏向轧机

出口侧或入口侧；所述中间辊或上辊偏心量包含固定量和可调量；所述设备轧机本体具有

一套轧辊偏心调节机构，轧辊偏心调节机构由两个或四个内含油缸的凸块组成，凸块分别

安装在传动侧和操作侧的机架窗口内或外；所述凸块单独安装在传动侧和操作侧机架窗口

内或外的出口侧或入口侧，或同时安装在传动侧和操作侧机架窗口内或外的出、入口两侧；

所述轧辊偏心调节机构的油缸由电磁阀或伺服阀控制，油缸的运动曲线是往复、矩形、梯

形、正弦或非正弦中的任意一种；所述设备轧机本体具有一套弯辊调节机构，弯辊调节机构

的油缸安装在已有轧辊偏心调节机构的凸块内，当轧机出口侧或入口侧没有轧辊偏心调节

机构凸块时，弯辊凸块是单独设置的。

[0021] 所述设备具有一套上、下嘴板润滑装置，润滑装置设置在设备外围，并通过管路与

上、下嘴板润滑外接口相连；所述设备具有一套惰性气体喷射装置，惰性气体喷射装置由惰

性气体源、管路系统及惰性气体罩组成；所述惰性气体罩在轧机的入口侧，安装在中间辊或

上辊轴承箱上，或安装在机架上，或安装在结晶器的上水封板上；所述惰性气体罩上安装有

惰性气体喷嘴；所述惰性气体源通过管路与上、下嘴板和两个侧板的惰性气体外接口相连，

或与惰性气体罩上的喷嘴相连；所述设备具有一套电磁搅拌装置，电磁搅拌装置有一组电

磁感应线圈，所述线圈设置在结晶器的外面或设置在结晶器本体的冷却水槽内；所述设备

具有一套超声波清洗机组，所述超声波清洗机组有一个以上的超声波清洗头，所述清洗头

设置在结晶器的金属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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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所述设备具有一套轧辊喷涂润滑-冷却系统，喷涂润滑-冷却系统由固定式或轴向

左右移动的上、下轧辊喷涂装置，两个或三个储液罐及一套储液喷涂切换控制系统组成；所

述轧辊喷涂装置安装在轧机本体的出口侧；所述喷涂润滑-冷却系统的润滑介质是水基石

墨乳或乳化液，冷却介质是水或乳化液，系统介质是通过喷涂装置和喷涂切换控制系统单

独对轧辊进行润滑或冷却的。

[0023] 本发明通过在轧机前面设置的结晶器，将铸造与轧制分离，彻底摆脱了以往铸轧

机轧辊直径对冷却区长度和轧辊辊套对冷却强度的制约，使结晶器可以按照金属熔体的凝

固特性和铸坯厚度设计冷却区长度，结晶器可以采用高导热系数的材料制造，进而极大的

提高了冷却速率。当前铸轧机供料嘴不能重复使用，每次更换产品规格、品种或因设备停机

后，都要重新制作供料嘴，其制作费用占铝合金铸轧板坯加工费的10～15％。本发明中的结

晶器可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变换产品品种及厚度规格，结晶器可以重复使用，铸坯理论通

过量为5万吨。同时，摆脱了冷却和铸造功能的轧辊，可以由水内冷式结构改为实芯结构，生

产中实芯轧辊显著降低了辊面的热交变应力和热疲劳强度，使轧辊寿命显著提高，进而提

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0024] 本发明方法使金属熔体离开结晶器前凝固或凝固成带液芯的坯壳，进入轧辊。因

此，立板后可以通过偏心调节机构将上辊或中间辊推或拉向轧机的出口侧，使上嘴板与上

辊或中间辊脱开，进而实现了辊缝和轧辊凸度的在线调节，使产品厚度公差及板形公差得

到显著提升。

附图说明

[0025] 附图1是本发明出侧下倾式金属铸连轧设备示意图；

[0026] 附图2是本发明入侧上倾式金属铸连轧设备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8] 附图1是本发明中间辊偏向轧机出口侧，结晶器下倾式金属铸连轧设备示意图；附

图2是本发明中间辊偏向轧机入口侧，结晶器上倾式金属铸连轧设备，它们主要由：结晶器

倾角调节装置(1)、流槽(2)、前箱(3)、下辊(4)、入侧轧辊偏心调节机构(5a)、出侧轧辊偏心

调节机构(5b)、轧机本体(6)、压下油缸(7)、上辊(8)、中间辊(9)、入侧弯辊调节机构(10a)、

出侧弯辊调节机构(10b)、喷涂润滑-冷却系统上喷涂装置(11)、导向辊(12)、喷涂润滑-冷

却系统下喷涂装置(13)、结晶器(14)、下嘴板(15)、操作侧侧嘴板(16a)、传动侧侧嘴板

(16b)、冷却水进口或出口法兰(17)、下水封板(18)、结晶器本体(19)、稳流块(20)、金属套

(21)、内置式或外置式电磁搅拌器感应线圈(22)和(23)、上水封板(24)、上嘴板(25)等构

成。

[0029] 附图1显示了中间辊偏向轧机出口侧的三辊金属铸连轧设备，其偏心量包含固定

量和可调量，固定量在0～40mm之间，可调量在0～160mm之间。附图1的设备还有两辊式，此

时，上辊固定偏心量在0～30mm之间，可调偏心量在0～90mm之间。上述三辊或两辊金属铸连

轧机，结晶器均为下倾式，结晶器安放在与机架相连的倾角调节装置上，并可沿调节装置的

导槽前后移动，当结晶器与轧辊之间的位置调整好后，便可锁定在调节装置上，此时通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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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装置一端的升降机构，并磨削上、下和两个侧嘴板的弧面，可以使结晶器倾角在0～18°的

范围内任意调节，从而获得理想的轧制角度。

[0030] 附图2显示了中间辊偏向轧机入口侧的三辊金属铸连轧设备，其偏心量包含固定

量和可调量，固定量在0～-40mm之间，可调量在0～-160mm之间。附图2的设备还有两辊式，

此时，上辊固定偏心量在0～-30mm之间，可调偏心量在0～-90mm之间。上述三辊或两辊金属

铸连轧机，结晶器均为上倾式，结晶器安放在与机架相连的倾角调节装置上，并可沿调节装

置的导槽前后移动，当结晶器与轧辊之间的位置调整好后，便可锁定在调节装置上，此时通

过调节装置一端的升降机构，并磨削上、下和两个侧嘴板的弧面，可以使结晶器倾角在0～-

12°的范围内任意调节，从而获得理想的轧制角度。

[0031] 实施例1

[0032] 在附图1所示的优选实施例中，以φ580/φ800×1600mm规格的三辊金属铸连轧设

备为例，生产铝合金板坯，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3] 将水冷式结晶器内部连续注入680℃～730℃的铝合金熔体，熔体在结晶器内部快

速冷却，离开结晶器前凝固或凝固成带液芯的坯壳，在后续熔体的推送下连续铸造出1.2～

45mm厚的铸坯，铸坯在铝合金固相线温度和结晶温度之间，进入轧辊，经过5～75％的轧制

变形，轧制到预定的厚度，并以1.5～75m/min的速度离开轧辊，切头后卷成卷材，具体方法

是：

[0034] 生产前：设定好各项工艺参数。轧辊侧推或拉缸将中间辊向轧机的入口侧推或拉

到底，辊缝调到6mm，结晶器与轧制线之间的夹角调整到14°，研磨结晶器上、下和两个侧嘴

板的弧面，使其与相应的辊面吻合。然后，安装并调整前箱及流槽，使流槽底面与轧制线之

间的高度差保持在10～90mm的范围内。启动轧机(辊面线速度控制在3m/min左右)和轧辊润

滑系统，确认下辊和中间辊的辊面已均匀喷涂上石墨乳，停机，确认生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无误。

[0035] 生产时：再次启动轧机，辊面线速度控制在8m/min左右，分别向上、下嘴板的内腔

面注润滑剂，让保温炉内的铝合金熔体通过流槽进入前箱，当前箱熔体温度高于正常铸连

轧温度20℃～30℃，结晶器内部充满熔体，流槽液面与轧制线之间的高度差在80～210mm范

围内时，开始跑渣，在运行过程中经过各种工艺参数的调整，完成立板。然后，将轧机速度调

整到4～60m/min的范围内，并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0036] 立板完成后，还要根据所生产的产品厚度和精度，对辊缝、轧辊凸度和轧机速度进

行调节。当板坯厚度和精度满足产品要求，轧制力和轧机速度稳定后，投入喷涂润滑-冷却

系统，并打开惰性气体源开关，向辊缝和板面喷射惰性气体，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运行，将

会生产出合格的铝合金板坯，剪掉不合格的板头，后续板坯传送至卷取机，并卷成卷材。

[0037] 生产过程中，可通过轧辊侧推或拉缸周期性的推拉中间辊或上辊，中间辊或上辊

夹持辊缝内的板坯与结晶器产生周期性的正、反向滑动，来预防或消除铸坯与结晶器粘连。

[0038] 实施例2

[0039] 在附图2所示的优选实施例中，以φ580/φ800×1600mm规格的三辊金属铸连轧设

备为例，生产铜合金板坯，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40] 将水冷式结晶器内部连续注入1180℃～1350℃的铜合金熔体，熔体在结晶器内部

快速冷却，离开结晶器前凝固或凝固成带液芯的坯壳，在后续熔体的推送下连续铸造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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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mm厚的板坯，铸坯在铜合金固相线温度和结晶温度之间，进入轧辊，经过5～40％的轧

制变形，轧制到预定的厚度，并以1.5～30m/min的速度离开轧辊，切头、铣面后卷成卷材，具

体方法是：

[0041] 生产前：烘干结晶器，保温炉内的铜合金熔体温度保持在1180℃～1350℃之间。冷

却水压力设定在0.3～0.5MPa之间、温度小于32℃。确认水内冷式轧辊的冷却水阀门关闭，

结晶器冷却水阀门关闭后，打开270度。轧辊侧推或拉缸将中间辊向轧机的入口侧推或拉到

底，辊缝调到6mm。将结晶器入口与保温炉或熔体炉外连续处理装置上的流口对接，并把合

成一体，结晶器与轧制线之间的夹角调整到-9°，研磨结晶器上、下和两个侧嘴板的弧面，使

其与相应的辊面吻合。启动轧机(辊面线速度控制在3m/min左右)和轧辊润滑系统，确认下

辊和中间辊的辊面已均匀喷涂上石墨乳，停机，确认生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无误。

[0042] 生产时：再次启动轧机，辊面线速度控制在7m/min左右，分别向上、下嘴板的内腔

面注润滑剂，让保温炉内的铜合金熔体充满结晶器内部，开始跑渣，在跑渣过程中，通过调

整保温炉内的液流控制装置及各种工艺参数后，完成立板。然后，将轧机速度调整到4～

30m/min的范围内，并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0043] 立板完成后，还要根据所生产的产品厚度和精度，对辊缝、轧辊凸度和轧机速度进

行调节。当板坯厚度和精度满足产品要求，轧制力和轧机速度稳定后，投入喷涂润滑-冷却

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运行，将会生产出合格的铜合金板坯，剪掉不合格的板头，后续

板坯洗面后传送至卷取机，并卷成卷材。

[0044] 生产过程中，可通过轧辊侧推或拉缸周期性的推拉中间辊或上辊，中间辊或上辊

夹持辊缝内的板坯与结晶器产生周期性的正、反向滑动，来预防或消除铸坯与结晶器粘连。

[0045] 本发明通过在轧机前面设置的结晶器，将铸造与轧制分离，摆脱了以往铸轧机辊

径对冷却区长度和辊套对冷却强度的制约。结晶器可以由高导热性材料制造，冷却区长度

大于80mm。使浇铸固液相温差大于45℃的金属、铸坯厚度大于12mm、铸连轧速度大于1.5m/

min成为可能。摆脱了铸造功能的轧辊可由水内冷式结构改为实芯辊，生产时辊面的热交变

应力和热疲劳强度显著降低，提高了轧辊的使用寿命和产品质量。此外，本发明能在不停机

的情况下，改变产品品种、调节板厚和板形，有效解决了铸坯厚度和板形在线调节的问题。

并且，结晶器可以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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