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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品种钢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隐性折叠问题，分析出产生原因是 2#～4# 孔型系统设计无法满足品种钢

生产要求。通过对 2#～4# 孔型系统的配置、参数进行了重新设计、计算、优化，修改了各种工艺参数、轧辊和导卫装

置，成功改造了 3 架次的孔型系统。新的孔型系统解决了生产中隐性折叠的问题，有效提高了产品的表面质量，保证

了品种钢生产的稳定顺行，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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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dden fold occurring a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grade steel was analyzed and its main
cause determined as pass systems 2～4 not satisfying the production requirement of grade steel. The pass
system for the three stands was successfully modified by redesigning and calculating their configuration and
parameters and optimizing and revising their process parameters, roll and guide. The new pass system solved
the problem of hidden fold in produc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surfac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The
stable running of grade steel production was ensured and good economic benefits g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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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钢）高线

厂主要生产品种有热轧光面盘条和钢筋混凝土用

热轧带肋钢筋，主要钢种有低碳钢、中碳钢、高碳

钢、低合金钢、冷墩钢、焊条焊丝钢等。近两年来，公

司加大了品种钢的研发力度，陆续开发了高品质轴

承钢、弹簧钢、合金焊丝钢、高强硬线钢等，产品系

列和档次不断拓展和提高，主要产品更是进入国内

多个重点项目。但在这一类品种钢的开发过程中，

出现了多种轧制缺陷，且在头尾部较为严重，严重

影响了品种钢的产量、成材率，延长了调整时间，使

品种钢的试生产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无法进行大规

模生产。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改进各

类工艺和设备，保证了品种钢开发的顺利进行。
2 高线二线生产工艺简介

天钢二高线采用美国摩根设备，轧制系统由

12 架粗、中轧牌坊式平立轧机、4 架摩根平立式预

精轧机组、10 架 45°顶交无扭 V 型精轧机组组成，

最高轧制速度 120 m/s。粗、中轧采用交替串列式布

置，采用无限冷硬铸铁轧辊，可以实现轧机无扭转

轧制，特别适合轧制具有较大变形抗力的品种钢生

产。其中 1#～3# 为 550 轧机，最大辊径 610 mm；4#～6
为 450 轧机，最大辊径 495 mm；7#～12# 为 400 轧

机，最大辊径 420 mm。预精轧采用 10″的碳化物辊

环，可以有效的提高辊环寿命，减少换辊频率。精轧

机由 5 架 8″轧机和 5 架 6″轧机组成，集体传动，可

以生产出高精度线材产品。
控制冷却系统分水冷段和风冷段，水冷段共设

5 个冷却水箱，分别设在预精轧机后 1 个、精轧机

后 4 个；风冷段采用斯太尔摩风冷线 ，带有保温

罩，共分 10 段，下设 10 台风机，具有 0.5～17 ℃／s 的

冷却能力，带有加灵分配风量的装置，可以使辊道

上的散卷在同一圈内具有较小的强度波动值。生产

原料采用 150 mm×150 mm 断面方坯，坯料长度约

为 12 m，加热炉采用步进式双蓄热加热炉，所用燃



料为高炉和转炉混合煤气。
天钢二高线工艺流程为：钢坯垛→上料台架→

组合式步进炉→出钢机、夹送辊→粗轧→6# 飞剪→
中轧→12# 飞剪→侧活套→预精轧→预水冷→16A
切头切分剪→侧活套→V 型精轧机→ 水冷→夹送

辊吐丝机→斯太尔摩风冷线→集卷→PF 运输线→
检验→剪头尾→打包→称重、标识→卸卷→入库。
3 存在问题及分析

在生产品种钢，尤其是弹簧钢、轴承钢时，除常

见的表面脱碳、偏析、性能异常外，最造成困扰的就

是表面缺陷问题，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表面的划

伤问题，通过滚动化改造、生产环节的优化可以有

效的控制划伤的深度；另一类是表面折叠或隐性折

叠问题，这类问题很难解决，同样的轧制条件（包括

轧制参数、轧辊、轧槽、速度），在生产低碳钢、高碳

钢时没有任何问题，而生产品种钢时马上出现表面

缺陷，给生产造成困难。
品种钢中大多含有 Si、Mn、Cr、V 等合金元素，

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提高钢的淬透性和回火稳定性，

强化铁素体和细化晶粒，改善钢材的力学性能，如

提高弹性极限和屈强比[1]。由于这些合金元素的加

入，使得品种钢在轧制时的变形抗力、宽展、延伸系

数产生很大变化[2]，易在常规的轧制条件下容易出

现问题。品种钢在轧制过程中，各道次变形量与其

它钢种差异较大，极易在中间道次出现耳子，导致

成品表面折叠。此类钢种对表面质量要求严格，且

变形抗力较常规钢种差别较大，另外，该表面缺陷

大多为隐性折叠，仅依靠肉眼难以发现，现仅能通

过酸洗检验做初步判断。因此必须优化孔型系统，

以避免轧制缺陷的产生。
二高线原设计使用 135 mm×135 mm 方坯，后

改为 150 mm×150 mm 方坯生产，孔型系统在重新

设计时，没有增加机架，而是通过进一步增大前几

架次的压下量来实现，孔型系统也是采用了能增大

压下量的“箱-方”孔型系统，使前 4 架全部是“箱-
方”孔型系统，满足了当时不生产品种钢的生产要

求。但随着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和品种钢的开

发，现在用孔型系统已不能满足现实生产需要，时

常出现细微的表面缺陷，严重影响了生产的顺利进

行。在试生产品种钢时，存在调整时间过长、难度

大、生产不稳定、成品表面隐性折叠缺陷无法消除

的质量问题，严重制约了新品的开发工作。
经研究发现，2#、3#、4# 的“方-箱-方”孔型系统

在生产品种钢时不太适应，生产品种钢时，在标准

辊缝的情况下 3# 出口经常出现拐头（也就是镰刀弯

的问题）、单面、双面过充满现象。而通过调整 3# 辊

缝的方式优化时，效果不佳，且容易使后续机架产

生过充满、耳子现象，完全打乱了孔型系统的设计

目标。而 4# 在咬入 5# 后由于孔型系统的衔接问题，

经常发生扭转现象，把导卫插件带出。在生产过程

中由此引发的堆钢事故，经常产生设备、备件的损

害，严重影响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常规的调整方法

已经无法解决该问题，造成了制约品种钢生产的瓶

颈。原粗轧各架次红坯尺寸参数如表 1 所示。

改造前粗轧 2#～4# 孔型图如图 1 所示。
2# 孔型为“方”孔，延伸系数较大，底部为凹型，

方便咬入；3# 孔型为“箱”孔，侧壁夹角为 12°，使用

中孔型磨损较均匀，可以得到较大的压下量；4# 孔

型为“方”孔，其底部也为凹型的，使其可以咬入 3#

较大的来料宽度。
4 孔型改造

3# 镰刀弯且过充满的主要原因是孔型的自对

中效果不佳，且宽展无法控制，为了控制 3# 的轧件

宽度，必须从 2# 开始创造条件，来进一步控制 3# 宽

表 1 粗轧各架次红坯尺寸

架次 孔型形状 轧件高度 /mm 轧件宽度 /mm

1 箱 108 170

2 方 112 127

3 箱 72 143

4 方 78 92

5 椭圆 52 122.68

6 圆 65 71.49

图 1 改造前 2#～4# 孔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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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造效果

改造完成后，全部上线投入使用，一次性实验

成功，弯曲解决了 3# 镰刀弯、过充满和 4# 扭转的问

题，且便于调整。
以 GCr15 为例，对比改造前后的微观组织形态

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从图 3、图 4 中可以明显的看到，改造前盘条

尾部表面存在约 120 μm 的隐性折叠，而改造后没

有出现这种缺陷，效果非常明显。
2#、3#、4# 的“方-箱-方”孔型系统改造，成功的

改变了该区域轧制品种钢时孔型设计不匹配、容易

出折叠、拐头、过充满、尺寸无法控制的现状，稳定

了轧制状态，改善了产品（尤其是弹簧钢、轴承钢、
冷镦钢）表面质量，降低了调整难度、缩短了调整时

间。使新品开发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新品表面质

量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
在完成 2#～4# 孔型系统改造后，完善了全线的

孔型系统，提高了各种孔型的通用性和稳定性。陆

续进行了 6#～12# 孔型系统的优化，使各个孔型可以

图 3 孔型改造前 GCr15 表面

图 4 孔型改造后 GCr15 表面

展。改变 2# 孔型的槽底形状（如图所示），使用带有

槽底凸度的孔型，凸起的底部使 2# 出来的坯料在

进入 3# 后能够有效地控制宽展。而 3# 采用“双弧线

椭圆”孔型系统可以提高轧件的自对中效果[3]，且保

证足够的延伸系数和控制宽展。使 3# 孔型能够满

足品种钢宽展较大的特点，且有效地控制单面、双
面过充满，并控制四个边角区域的变形。

4# 孔型改为“圆孔”可以使坯料更好地咬入 5#，

进一步解决 4#～5# 生产中轧件扭转的问题。减少因

为扭转造成的宽展不同而产生的尺寸波动问题，使

轧制过程更加稳定，避免产生间断性的表面问题。
重新分配了 2#、3#、4# 各架次的延伸系数和孔

型形状，并进行宽展计算和力学性能计算，充分进

行了咬入条件、电机能力、轧辊强度、孔型充满度和

稳定性的校核。
由此，经详细计算、设计后把 2#、3#、4# 的“方-

箱-方”孔型系统调整为“方-双弧线椭圆-圆”孔型

系统，修改了各架次延伸系数、压下量等多项工艺

技术参数；设计、制作各类孔型图、样板，孔型刀；

重新设计、制作了 4# 入口滚动导卫系统，换装了具

有更大扭矩的 RE180 滚动导卫, 使导卫的夹持更

有力、更稳定，重新车削了这 3 个架次的轧辊孔

型。
改造后的红坯尺寸参数如表 2 所示。
改造后的 2#～4# 孔型图如 2 图所示。

表 2 改造后的红坯尺寸参数

架次 孔型形状 轧件高度 /mm 轧件宽度 /mm

1 箱 108 170

2 方 110 123

3 双椭 73 147

4 圆 91 99.3

5 椭圆 53 122.68

6 圆 65 71.49

图 2 改造后的 2#～4# 孔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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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稳定，适应各个不同品种、规格的高线产品生

产，保证了粗中轧所有孔型的通用性，增大孔型的稳

定性、适应性，使孔型可以适用于不同品种的原料，

减少出现耳子、折叠等缺陷几率，减少堆钢次数。
6 结语

2#～4# 孔型系统改造，成功地改变了该区域轧

制品种钢时孔型设计不匹配、容易出隐性折叠、拐
头、过充满、尺寸无法控制的现状，稳定了轧制状

态，改善了品种钢的表面质量，为新品开发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孔型系统经修改投入使用后，使轴承

钢、弹簧钢、冷镦钢等系列新品顺利进行生产，目前

已生产此类品种钢 1 万多吨，全部合格，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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