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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薄规格热轧带钢的制造方法

(57)摘要

一种薄规格热轧带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一台单机单流的薄板坯连铸机直接与轧机相

连，炼钢→连铸→摆式剪→推钢→除鳞→边部加

热→粗轧机组→飞剪→无芯卷取→感应加热→

除鳞→精轧机组→带钢冷却→剪切→卷取→卸

卷→打捆→运卷→称重、标印→运输→存放。采

用无头轧制工艺，或单坯轧制工艺。连铸机出口

铸坯温度，较ESP生产线高出100～150℃，提高了

连铸坯余热的利用率，降低了能耗；较ESP生产

线，将摆式剪和推钢辊道迁移至粗轧机前，缩短

粗轧后中间辊道的距离，减少中间坯温降，降低

感应补热量，并可避免粗轧机轧辊产生热裂纹。

粗轧机组入口配备除鳞装置，精轧机组采用在线

热备技术和在线快速换辊技术，有效提高产品表

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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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薄规格热轧带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整个工艺流程包含如下工艺步骤：炼

钢→连铸→摆式剪→推钢→除鳞→边部加热→粗轧机组→飞剪→无芯卷取→感应加热→

除鳞→精轧机组→带钢冷却→剪切→卷取→卸卷→打捆→运卷→称重、标印→运输→存

放；关键步骤及参数：连铸步骤中，连铸机的拉速为4.0～8.0m/min；结晶器出口板坯厚度为

90～110mm，在扇形段进行带液芯轻压下，连铸机出口板坯厚度为80～100mm；保持连铸机出

口铸坯表面温度为1050～1150℃，铸坯芯部温度为1300～1400℃；连铸坯经三机架大压下

量四辊粗轧机轧制成10～20mm的中间坯；采用动态变规格技术，成品规格逐步向0.8～

1.0mm的薄规格产品过渡；所用设备的设置：连铸机直接与轧机相连，在连铸机出口配置摆

式剪和推钢辊道，在粗轧机入口布置高压水除鳞装置和一组边部感应加热装置，粗轧机出

口布置飞剪、无芯卷取设备及事故活套；精轧机组入口布置带夹送辊的高压水除鳞装置，精

轧机组配备六机架四辊轧机，精轧机出口布置轧后冷却装置，采用层流冷却和后置式超快

速冷却的布置方式，高速飞剪前后配备夹送辊；所述精轧机组配置六机架四辊轧机，采用在

线热备技术和在线快速换辊技术：其中第六机架作为在线热备机架，当第五机架磨损严重

时，压下第六机架，抬起第五机架；将第四和第五机架配备在线快速换辊装置，在轧制过程

中进行快速换辊：精轧机组第六机架压下，第五机架抬起，进行在线快速换辊，换辊完成后

第五机架压下，第四机架抬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规格热轧带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优选配置：

连铸机为一台单机单流的薄板坯连铸机；在所述粗轧机入口布置强力立辊轧机、粗轧机出

口布置飞剪和无芯卷取设备，当精轧机及后续工序出现故障时，飞剪设备用于切分中间坯，

无芯卷取设备用于卷取摆式剪和粗轧后飞剪之间的中间坯；高压水除鳞装置设计压力

38MPa，低流量；在精轧机组入口布置附属立辊轧机，对中间坯进行对中和齐边轧制；精轧机

组六机架四辊轧机的机架间距离为4.0～4.5m，可动态调节；层流冷却和超快速冷却装置均

配备流量调节阀，集管流量可根据工艺需求调节；高速飞剪前后配备夹送辊，在卷取机前辊

道上配备压带风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规格热轧带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对于厚度不同的薄

带轧制方式：薄带厚度≤2.0mm的产品采用无头轧制方式；薄带厚度＞3.5mm的产品采用单

坯方式；2.0＜薄带厚度≤3.5mm的产品，采用单坯轧制方式生产，或者采用无头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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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薄规格热轧带钢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热轧板带钢轧制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薄规格热轧带钢的制造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ESP薄板坯无头轧制生产线的出现，使大规模稳定生产薄规格热轧带钢成为现实。

在Arvedi  ESP生产线上，通过连续生产工艺，钢水直接通过一台连铸机及轧线生产出热轧

钢卷。生产线首先浇铸出薄板坯，然后直接进入布置在连铸机出口的三机架大压下量粗轧

机进行轧制，轧制为厚度10～20mm的中间坯，接下来中间坯在感应加热器中进行加热，然后

通过五机架精轧机轧制出目标厚度，随后带钢进入层流冷却区进行冷却。冷却后无头连续

的带钢通过一台位于地下卷取机前的高速飞剪按成品卷重要求进行分切，卷取为成品钢

卷。

[0003] 存在不足之处：ESP无头轧制生产线因连铸机与轧机直接相连，轧机的速度要与连

铸机的速度匹配，然而目前使用中因轧制速度慢，所以轧件温降大；此外，连铸机出口时轧

件芯部温度约为1250℃，远远低于固相线温度，说明之前未能充分利用连铸余热，所以中间

坯在进入精轧机组前需进行感应补热约250℃左右，补热电耗提高了生产成本。粗轧机入口

未配置除鳞装置，并且换辊周期长，轧辊磨损严重，造成产品表面质量不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薄规格热轧带钢的制造方法，解决目前ESP生产线电耗

高、表面质量不佳等问题。

[0005] 本发明的一种薄规格热轧带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整个工艺流程为：炼钢→

连铸→摆式剪→推钢→除鳞→边部加热→粗轧机组→飞剪→无芯卷取→感应加热→除鳞

→精轧机组→带钢冷却→剪切→卷取→卸卷→打捆→运卷→称重、标印→运输→存放；关

键步骤及参数：连铸步骤中，连铸机的拉速为4.0～8.0m/min，优选5.5～6.0m/min；结晶器

出口板坯厚度为90～110mm，在扇形段进行带液芯轻压下，连铸机出口板坯厚度为80～

100mm；保持连铸机出口铸坯表面温度为1050～1150℃，铸坯芯部温度为1300～1400℃；连

铸坯经三机架大压下量四辊粗轧机轧制成10～20mm的中间坯；采用动态变规格技术，成品

规格逐步向0.8～1.0mm的薄规格产品过渡。

[0006] 本发明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优点：

[0007] (1)连铸机出口铸坯温度较ESP生产线高出100～150℃，提高了连铸坯余热的利用

率，降低了能耗。

[0008] (2)较ESP生产线，将摆式剪和推钢辊道迁移至粗轧机前，一方面可以避免粗轧机

入口板坯表面温度过高，引起轧辊热裂纹，另一方面因，可以缩短粗轧后中间辊道的距离，

减少中间坯温降，降低感应补热量。

[0009] (3)将摆式剪和推钢辊道迁移至粗轧机前，开浇阶段头部无楔形过渡坯，提高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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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收得率。

[0010] (4)粗轧机组入口配备除鳞装置，精轧机组采用在线热备技术和在线快速换辊技

术，可有效提高产品表面质量，延长整个精轧机组的换辊周期，提高单个浇次的轧制公里

数。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薄规格热轧带钢生产工艺布置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薄规格热轧带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本发明方法实施中使用的设备配置：一

台单机单流的薄板坯连铸机直接与轧机相连，在连铸机出口配置摆式剪和推钢辊道，摆式

剪的功能是切除引锭杆和头尾坯，单坯轧制时用于切分连铸坯；当精轧机及后续工序出现

故障时，用于连铸坯的切分；推钢辊道用于引锭杆的安装、下线及头尾坯的推出，当精轧机

及后续工序出现故障时用于推出连铸坯。

[0013] 在粗轧机入口布置高压水除鳞装置和一组边部感应加热装置，高压水除鳞装置可

在小于50℃温降的条件下，去除氧化铁皮，改善板坯表面质量。边部感应加热装置可对铸坯

的边角进行补偿加热和均热，预防轧制过程边部裂纹，提高产品质量。

[0014] 优选地，在粗轧机入口布置强力立辊轧机，根据成品宽度要求，调节铸坯宽度。

[0015] 连铸坯经三机架大压下量四辊粗轧机轧制成10～20mm的中间坯。粗轧机在铸坯表

面温度低、芯部温度高的逆温度分布条件下进行高温大压下量轧制，轧制压力小、能耗小，

可有效提高板坯芯部变形的渗透性，使板坯厚度方向组织及性能更加均匀。

[0016] 粗轧机出口布置飞剪、无芯卷取设备及事故活套。当精轧机及后续工序出现故障

停机时，粗轧前的摆式剪和粗轧机出口的飞剪进行切分，事故活套抬起，清空飞剪和无芯卷

取区的辊道，随后摆式剪和飞剪之间的坯料通过无芯卷取设备进行卷取，卷取完成后由天

车吊出。

[0017] 中间坯在进入精轧机组前，按工艺需求进行感应加热补温，感应加热段长度6～

12m，可进行动态调节，精确控制精轧机组入口温度。

[0018] 精轧机组入口布置带夹送辊的高压水除鳞装置，设计压力38MPa，低流量、高压力

可减少中间坯温降，清除带钢表面氧化铁皮；前后夹送辊具有封水作用，可减少中间坯表面

积水，同时防止水汽进入感应加热装置。

[0019] 可选地，在精轧机组入口布置附属立辊轧机对中间坯进行对中和齐边轧制，抑制

轧制时的宽展，提高边部质量。

[0020] 中间坯经精轧机组轧制成目标厚度。优选地，精轧机组配备六机架四辊轧机，其中

第六机架F6作为在线热备机架。当第五机架F5磨损严重时，压下机架F6，抬起第五机架F5。

[0021] 可选地，精轧机组第四机架F4和第五机架F5配备在线快速换辊装置，在轧制过程中

进行快速换辊，延长整个精轧机组的换辊时间，提高单个浇次的轧制公里数。

[0022] 优选地，为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温降，精轧机组机架间距离为4.0～4.5m。

[0023] 精轧机出口布置轧后冷却装置，可按产品组织性能要求进行不同模式的冷却。优

选地，采用层流冷却和后置式超快速冷却的布置方式，便于生产双相钢等高附加值产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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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冷却和超快速冷却装置均配备流量调节阀，集管流量可根据工艺需求调节。

[0024] 在无头生产模式下，冷却后的带钢通过一台位于地下卷取机前的高速飞剪按目标

卷重进行分切，通过地下卷取机卷取为成品钢卷。优选地，高速飞剪前后配备夹送辊，保证

剪切过程中带钢张力的稳定。

[0025] 优选地，为便于卷取机头部稳定穿带，在卷取机前辊道上配备压带风机，防止薄规

格带钢头部漂浮。

[0026] 带钢成卷后，经卸卷小车卸卷，然后进行打捆、称重及标印，然后经运输链或天车

运至成品库。

[0027] 实施实例：

[0028] 本发明所述的薄规格带钢生产工艺的工艺布置图如图1所示。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29] (1)炼钢车间生产的合格钢水被运送到连铸车间，用天车吊运到钢包回转台的钢

包座上，钢包回转台旋转半圈到浇注位后开浇。

[0030] (2)开浇后连铸机的拉速逐步提升至6.0m/min，结晶器出口连铸坯厚度为90～

110mm，扇形段压下10mm，连铸机出口铸坯厚度为80～100mm。拉速稳定后连铸机出口板坯表

面温度为为1050～1150℃，铸坯芯部温度为1300～1400℃。

[0031] (3)引锭杆尾端通过摆式剪约0.5m后，摆式剪进行剪切操作，并由推床快速将引锭

杆推出辊道后，由吊车吊至专用支架上。

[0032] (4)摆式剪切除5～10m的低温头坯，由推床快速推出辊道，后续连铸坯经除鳞和边

部感应加热后进入粗轧机组轧制成10～20mm的中间坯。粗轧前摆式剪根据需求的成品卷重

量，对连铸坯进行切分，无芯卷取，采用单坯生产模式进行轧制。

[0033] (5)中间坯经感应加热炉补热到1050～1100℃，经除鳞后进入精轧机组轧制成

4.75mm的热带，经轧后冷却区冷却至600～650℃，剪切、由地下卷取机卷取成卷。

[0034] (6)轧制3～4块钢后，成品规格逐步过渡到2.5mm，切换至无头轧制生产方式，根据

成品卷重量要求，由地下卷取机前的高速飞剪进行分卷。

[0035] (7)采用动态变规格技术，成品规格逐步向0.8～1.0mm的薄规格产品过渡。

[0036] (8)当浇次进行到1/2～2/3时，逐步提升成品厚度规格至2.5mm，精轧机组第六机

F6架压下，第五机架F5抬起，第五机架F5进行在线快速换辊，换辊完成后用第五机架F5压下，

第四机架F4抬起。

[0037] (9)成品规格再次逐步向0.8～1.0mm的薄规格产品过渡。

[0038] (10)连浇即将结束时，产品规格逐步向厚规格过渡，并由无头生产模式切换到单

坯生产模式。

[0039] (11)浇注结束后，由摆式剪切除5～10m左右的尾坯，并由推床推出辊道，随后停机

进行检修。

[0040] 当轧制过程中精轧机组或下游工序故障停机，粗轧前的摆式剪和粗轧机出口的飞

剪进行切分，事故活套抬起，清空飞剪和无芯卷取区的辊道，随后摆式剪和飞剪之间的坯料

通过无芯卷取设备进行卷取，卷取完成后由天车吊运出辊道。连铸机继续生产，连铸坯由摆

式剪进行切分，并由推床推出辊道。故障排除后，连铸坯重新进入轧机进行轧制。

[0041] 对于厚度不同的薄带轧制方式：薄带厚度≤2.0mm的产品采用无头轧制方式；薄带

厚度＞3.5mm的产品采用单坯方式；2.0＜薄带厚度≤3.5mm的产品，采用单坯轧制方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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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或者采用无头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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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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