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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钢热连轧粗轧机板形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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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板形控制是实现电工钢自由规程轧制的主要瓶颈问题。以某大型工业热连轧粗轧机为研究对象，采用工
业试验和现场跟踪测试分析热连轧粗轧机高速钢工作辊、高铬铁工作辊、支持辊的磨损行为和服役特性，建
立电工钢高温粗轧的奥氏体区本构关系模型和轧辊轧件一体化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开发与电工钢大量同宽自
由规程轧制和粗轧机多道次可逆轧制工作辊配套的变接触支持辊，分析热连轧粗轧机变接触支持辊和高速钢
工作辊应用的融合集成效应。并通过大型工业轧机稳定规模应用取得了明显提高辊形自保持性、改善轧辊严
重不均匀磨损、消除粗轧轧辊剥落和提高热连轧精轧机组来料板形质量的显著生产实绩，有利于促进电工钢
大量同宽的自由规程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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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p profile control of the roughing mill for non-oriented
electrical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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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10008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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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ile and flatness control is the bottleneck constraints in rolling field for schedule-free rolling of
wide electrical steel. Taking a large hot tandem mil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wear behaviors and service
conditions of hi-Cr iron work roll, HSS work roll and backup roll in the roughing mill were investigated by
industry experiments and tracking measurements. A constitutive relation model for electrical steel in
austenite zone was built and a 3D roll-strip FE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e varying contact backup roll was
developed to meet a large number of the same wide rolling strategy. The merging effects of HSS work roll
and VCR backup roll were analyzed. Industry application showed that roll contour self-maintainance and
severe roll wear were improved, roll spallings were eliminated and the shape quality of the supplied strips
for the finishing mill was increased.
Key words: plastic form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electrical steel; hot rolling; schedule-free rolling; FE
modeling; strip profil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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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需求的金属功能材料。电工钢板制造过程复杂，新一代热、冷连轧机组是电工钢等高端板带材
生产的关键设备[1~2]。高精度成形是轧制技术的生态化、绿色化特征在轧制过程创新与轧制产品研发的重
要内容之一[3]，热轧是解决电工钢板不均匀变形板形控制难度大的关键工序[4]。
为满足电工钢等高端板材的质量要求，热轧过程必须采用大量同宽的自由规程轧制。电工钢热连轧
生产线通常由多道次可逆粗轧机和七机架连轧精轧机组大型复杂机电系统组成，系统的核心是辊系。国
内 外 学 者 对 精 轧 机 板 形 控 制 方 法 的 研 究 成 果 较 多 ， 如 精 轧 上 游 机 架 应 用 的 CVC[5~7] 、 PC[8] 、
SmartCrown[9~10]，下游机架的 CVC、K-WRS[9,

11~12]

，我国 ASR[13~14]以及在热连轧全部机架采用的 VCR

支持辊技术[15~16]。为满足电工钢等高端板材极端服役条件，通常还在精轧机组广泛运用润滑轧制系统[17]、
高速钢辊[18]或在线磨辊装置ORG[19]等，形成了各种组合方式的控制系统。随着近年来板形质量要求的日
趋严苛，国内外学者对热连轧粗轧机组的板形控制展开了探索实践：李长生等[20]为研究轧制过程中的翘
头现象，基于热模拟试验研究建立了电工钢变形抗力数学模型；王金秀等[21]研究了粗轧机采用高铬钢工
作辊和边部斜倒角对于提高抗剥落性和板形控制等效果；宁庆军[22]研究得出 2250 不锈钢热轧粗轧机应
用高速钢工作辊后，服役周期和毫米轧制量明显提高。ZHU 等[18]、NILSSON 等[23]通过实验研究了高速
钢轧辊材料摩擦磨损性能，从机理上揭示了高速钢具有优良耐磨性的原因。粗轧辊系配置是板形控制的
关键，曹建国等[24]开发的 SCR 支持辊在 2250 不锈钢粗轧机应用，轧辊不均匀磨损显著改善，剥落预防
效果明显；郭宏伟[25]研究了某 1700 粗轧机组的辊系配置方案，取得粗轧板形得到改善的效果，为薄规
格生产创造了条件；王晓东等[26]以首钢迁钢 2250 热轧粗轧机为研究对象，应用了变接触支持辊和负凸
度工作辊，有效控制了板形质量，给精轧机组板形控制创造了条件。电工钢制造工艺复杂，其生产具有
大量同宽轧制、极限薄规格轧制和轧辊服役周期长等特点，以及轧辊剥落时有发生且板形控制难度大等
问题。为此，以我国近年新投产的世界上电工钢产量最大的热连轧为研究对象，开展电工钢热连轧粗轧
机板形控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轧辊磨损与服役特性

1.1

高铬铁工作辊磨损特征
热连轧机轧辊的服役条件恶劣，磨损过程复杂。磨损可分为磨粒磨损、疲劳磨损、粘着磨损、化学

磨损等多种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磨损都出现在轧辊磨损的过程中。电工钢热连轧机粗轧机组为可逆多
道次往复轧制形式，粗轧 R2 机架在生产普钢时多为 3 道次往复轧制，而生产电工钢时多为 5 道次甚至
7 道次往复轧制。由于粗轧机大量同宽多道次轧制特点及轧辊服役时间较长等极端服役条件，造成工作
辊磨损异常严重。R2 机架工作辊使用高铬铁工作辊时机服
役周期为 3.5 d，大量实测数据反应了粗轧 R2 工作辊的下
机磨损特点为：粗轧 R2 工作辊中部磨损量大，最小磨损
量 1.2 mm，最大可达 1.8 mm；工作辊磨损总体呈现箱形
（或称为“U”形），箱底部宽度为 850 mm 左右，箱口部
宽度为 1 200 mm，两者比值为 75%，这种形状与带钢轧制
宽度和轧制单位编排有很大的关系。上下工作辊磨损差别
不明显，一般下辊磨损比上辊稍严重。粗轧 R2 机架工作
辊磨损如图 1 所示。

图1
Fig. 1

粗轧 R2 机架工作辊磨损

Work roll wear in R2 roughing m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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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钢工作辊在粗轧机的应用
该电工钢热连轧机原采用高铬铁工作辊，由于现场生产节奏快，轧辊服役周期长，大量同宽轧制现

象突出，因此造成严重的凹槽型“U”磨损特征。由于高速钢具有良好的硬度、耐磨性、耐热性和耐氧
化性，目前在国内外逐渐推广到了粗轧和精轧上游机架，为缓解粗轧工作辊严重磨损问题，现场将高速
钢工作辊也应用到了该轧机粗轧机架。高速钢中添加了大量的 Cr、Mo、W、V 等合金元素，因而具有优
良的耐磨耐热和抗裂纹性能。通过金相显微镜观察了高速钢和高铬铁两种轧辊材料的组织，如图 2 所示。
高速钢中的碳化物主要形式为 MC、M2C 和 M7C3，它们弥散分布在马氏体基体内，使其表现出优良的耐
磨性。高铬铁中碳化物呈片状分布，且相对分散，主要形式为 Cr7C3[27].

Fig. 2

图 2 轧辊的金相组织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s of rolls
a—高速钢；b—高铬铁
a-HSS; b-Hi-Cr iron

高速钢工作辊在轧制完 1 个单位时，轧辊表面生成一层黄褐色的致密氧化膜，测量此时的磨损辊形
会发现轧辊没有明显磨损。在连续轧制 4 个无取向电工钢单位后，高速钢工作辊表面氧化膜仍比较浅，
未发生氧化膜脱落现象。由于高速钢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因此应用高速钢轧辊可以明显延长工作辊服役
周期，提高生产效率。粗轧采用高速钢工作辊以后，服役时间从原来的 3.5 d 延长到 4 d，在机平均磨损
量由原来的 1.2～1.8 mm 降低为 0.7～0.9 mm，工作辊服役时间延长而磨损量显著降低。
1.3

支持辊磨损特征
电工钢热连轧机粗轧支持辊原采用的上机辊形为平辊，在机服役时间长达 20 d 以上。通过现场跟踪测量

发现粗轧支持辊存在严重不均匀磨损现象，典型的支持辊
磨损如图 3 所示。由于支持辊的严重不均匀磨损造成其辊
粗轧支持辊辊形自保持性在 63%～71%
形自保持性[28]较差，
之间，远远低于同类轧机 80%以上的水平。粗轧支持辊严
重不均匀磨损还造成辊耗异常偏高，支持辊月均辊耗高达
0.100 6 kg/t，居高不下的辊耗造成了生产成本上升。此外，
严重轧辊磨损造成辊间力学行为复杂，支持辊剥落时有发
生，轧辊剥落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轧辊直径损失甚至报废，
还严重威胁着电工钢的稳定和安全轧制生产。
1.4

粗轧机服役特性对比分析

图3
Fig. 3

粗轧 R2 机架支持辊磨损

Backup roll wear of R2 roughing mill

由于电工钢自身材质和生产工艺条件的原因，造成电工钢热连轧机与同类轧机相比服役条件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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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粗轧机组为例，表 1 对比了该 1580 电工钢热连轧机和同类普钢热连轧机粗轧机服役条件。由表 1 可
以看出，电工钢热连轧机粗轧机不仅轧辊服役时间比同类轧制长，轧辊磨损也比较严重。受订单和下
工序生产要求的限制，电工钢热连轧机轧制过程存在明显的大量同宽轧制现象。轧辊服役时间长以及
同宽轧制条件下带钢宽度变化范围小是造成电工钢热连轧机粗轧工作辊严重磨损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1
Tab. 1

2
2.1

1580 和 2250 热连轧机粗轧机服役特性对比

Comparison of roughing mill working conditons between 1580 and 2250 hot tandem mills

服役特性

工作辊服役周期/d

支持辊服役周期/d

工作辊磨损量/mm

支持辊磨损量/mm

带钢宽度变化量/mm

1580

3～4

18～23

1.5～2.0

0.3～0.6

<300

2250

0.5～3

7～14

0.6～1.2

0.1～0.3

>600

电工钢本构关系与有限元模型
电工钢奥氏体区本构关系模型
材料本构关系模型是进行数值仿真的基础。课题组参考大型热连轧机工艺流程系统，采用 Gleeble

热模拟试验机在 750～1 120℃温度范围和 0.05～10 s−1 应变速率范围进行了热模拟试验，通过热模拟试验
数据并基于 Arrhenius 改进模型框架，建立了描述热连轧机粗轧机轧制过程电工钢奥氏体区的本构关系，
该模型可精确地预测加工材料的属性。根据大型工业轧机取样试验用钢的热模拟试验中流变应力变化规
律可知 1 120～975℃是奥氏体区，结合现场提取的工程数据可知研究的某宽带钢热连轧粗轧机组的电工
钢轧制均在奥氏体区进行。由于 Arrhenius 型方程能够反映材料的热变形激活能与热力学温度，当所研
究的材料内部组织发生变化时，其热变形激活能也将改
变。课题组采用 Arrhenius 型方程构建了电工钢高温粗
轧奥氏体区本构关系模型[29]，奥氏体区应力预测值与试
验值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4.13%，预测精度高，说明模型
能够正确描述电工钢在单相区热轧变形过程中的加工
硬化和动态回复与动态再结晶的软化机制，可用来预测
单相区不同变形条件下的流变应力。
2.2

轧辊轧件三维有限元模型
为分析研究辊系力学行为和板形变化规律，建立

了轧辊轧件一体化有限元仿真模型。考虑到模型的对

图4

辊件一体化有限元模型

称性并为提高计算效率，建立了辊系 1/4 模型，如图 4

Fig. 4

Roll-strip FE model

所示。建模采用了 ANSYS 参数化的 APDL 编程语言，

表2

有限元模型几何参数

方便进行参数化的读入和读出。模型中单元类型主要
采用 Solid 185 实体单元，为提高计算精度在轧辊上的
接触区域和全部带钢上应用了高阶的 20 节点 SOLID

Tab. 2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FE model
参数类型

参数值/mm

工作辊辊身（DW ×LW ）

Φ820×1 880

工作辊辊颈（DN ×LN）

Φ480×610

186 实体单元。模型中轧辊和带钢的几何参数如表 2 所示。

支持辊辊身（DB ×LB）

Φ1 600×1 550

根据生产实际，模型中轧辊设置为弹性体，带钢设置

支持辊辊颈（DC ×LC）

Φ960×725

为弹塑性体，带钢的材料属性根据真实的电工钢本构

带钢尺寸（L×W×H）

320×1 280×40

模型给出。在轧辊和轧件的垂直对称面施加对称约束，上下辊系的对称面也就是带钢的水平对称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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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施加对称约束。为避免模型轴向位移，支持辊、工作辊和带钢竖直对称面的中点均限制轴向位移。
在加载时，支持辊辊颈施以竖直方向的位移约束（即压下量），使轧件产生变形。一个仿真工况计算
完成后，根据分析需要导出所需的应力、应变或变形参数。

3

电工钢可逆粗轧机组变接触支持辊的开发

3.1

变接触辊形设计原则
电工钢热连轧机支持辊原上机辊形为零凸度平辊，轧辊边部进行倒角处理，这种上机辊形表现出服

役期内严重不均匀磨损现象、辊形自保持性差、服役期内辊间接触压力峰值高、局部应力集中等问题。
为适应电工钢同宽轧制特点及工作辊磨损特性，开发了新型变接触支持辊。支持辊上机辊形设计以改善
轧辊服役期内辊间接触压力分布从而降低疲劳剥落风险为主要原则，并且还要兼顾上机辊形对板形调控
能力的影响。根据变接触辊形原理[15, 30]，支持辊上机辊形设计原则可表达如下
1）接触压力分布均匀化
2

min F1 =
其中，qa ( i ) =

⎞
1 m⎛
1 n
⎜ qa ( i ) − ∑qa ( k ) ⎟ ，
∑
n i =1 ⎝
n k =1
⎠

（1）

1 m
∑q ( j, i ) 为 m 种工况下第 i 个节点处的平均接触应力，q ( j, i ) 为第 i 个节点在工况 j 下的
m j =1

接触压力；n 为支持辊被划分后的节点数。

2）减小有害接触区
m

min F2 = ∑ ( Lc ( j ) - B ( j ) )，

（2）

j =1

其中，Lc ( j ) 为工况 j 下的轧辊之间的接触长度；B ( j ) 为
带钢宽度。有害接触区定义为支持辊和工作辊之间接触
长度大于带钢接触宽度的部分。有害接触区的存在会产
生有害弯矩，造成带钢过大的凸度，还会引起轧辊边部
辊间接触压力过高。
3.2

VCR 变接触支持辊

根据上述辊形设计原则，确定了电工钢热连轧机粗
轧 R2 轧机支持辊上机辊形，如图 5 所示。变接触支持
辊辊形可以根据轧制带钢宽度和工作辊磨损状况调节

图5
Fig. 5

粗轧机架支持辊上机辊形曲线

VCR backup roll contour for the roughing mill

辊间接触区长度，从而达到均匀辊间接触压力分布和控制带钢凸度的目的。

4

高速钢工作辊和变接触支持辊的融合效应
高速钢工作辊和变接触支持辊同时上机应用会对辊系力学行为和板形产生共同影响，即产生融合效

应。高速钢工作辊的磨损性能和高铬铁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造成不同服役阶段磨损辊形的差别。变接触
支持辊和常规支持辊在辊形上也差别明显。而辊形的改变不仅直接影响辊系接触行为的变化，而且会造
成板形的差异。在此，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应用高速钢工作辊和变接触支持辊两种技术后的融合效应，一
是辊间接触压力分布，二是辊缝凸度，三是现场生产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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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压力分析
为充分了解变接触支持辊辊形性能，并揭示变接触支

持辊和高速钢工作辊应用后对辊间接触压力分布的影响规
律，利用前面建立的有限元仿真模型，对工作辊全服役周
期内的接触压力进行了仿真计算。在仿真工况中，工作辊
辊形为粗轧高速钢工作辊处于服役初期、中期和后期的实
测辊形，支持辊辊形为新设计的变接触辊形，计算得到的
工作辊不同服役阶段的辊间接触压力分布如图 6 所示。由
图 6 可以看出，支持辊新辊形可以使工作辊全服役周期内

图6

的辊间接触压力分布均匀，尤其是在工作辊服役中后期严

内的辊间接触压力分布

重磨损的情况下，接触压力仍能均匀分布，且在工作辊全

Fig. 6

服役周期内无应力集中现象存在。
4.2

支持辊新辊形在工作辊处于不同服役时期
Contact stress distributions in the whole
service period of work roll for VCR

板形影响分析
高速钢工作辊和变接触支持辊应用后，由于磨损特性和接触行为的改变，势必影响粗轧机架的板形

控制性能。利用有限元模型，计算了不同工作辊辊形和支持辊辊形组合下的辊缝凸度变化。图 7 对比了原采
用高铬铁（HCr）工作辊和零凸度常规支持辊（CON）
时以及现采用高速钢（HSS）工作辊和变接触支持辊辊
形（VCR）时工作辊处于不同磨损时期的辊缝凸度随带
钢宽度变化情况。由图 7 可以看出，高速钢工作辊和
VCR 支持辊配对使用时可获得更小的辊缝凸度，尤其
是当工作辊处于严重磨损的服役后期时，由于高速钢工
作辊的良好耐磨性和 VCR 支持辊的变接触特性，轧机
仍能较好地保持上机初期的板形控制能力。电工钢热连
轧机粗轧机极端服役条件下造成的轧辊磨损严重，增加
了板形控制的难度，高速钢轧辊的应用不仅能改善磨
损，还能改善带钢板形质量。由此可见，同时采用高速
钢工作辊和变接触支持辊时可在整个服役期内保持较

图7

高铬铁工作辊和常规支持辊配对以及高速钢工作
辊和变接触支持辊配对时的辊缝凸度对比

Fig. 7 Comparisons of roll gap crown between Hi-Cr
work roll with conventional backup roll and HSS
work roll with VCR backup roll

好的辊缝调节能力，从而为精轧提供更稳定的中间坯来料，为精轧进行精确稳定的控制提供基础。
4.3

工业应用与效果分析
高速钢工作辊和变接触支持辊成功上机实验后在粗轧机架投入连续工业使用。新方案在大型工业轧机投入

连续稳定应用累计轧制电工钢 380 余万吨，取得消除轧辊剥落、粗轧机组综合辊耗降低了 21%以上，工作辊和
支持辊磨损明显改善，支持辊辊形自保持性由75%提高到 86%以上，粗轧机组出口的精轧来料板形凸度降低 7%
以上且稳定，由工作辊不均匀磨损导致的不对称板形问题消除，明显提高了热连轧精轧机组来料的板形质量，
为促进热连轧精轧机组板形控制创造了良好条件，有利于实现电工钢大量同宽自由规程轧制板形综合控制。

5

结论
1）通过现场跟踪测试，分析了电工钢热连轧机粗轧机高铬铁工作辊、高速钢工作辊以及支持辊的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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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及服役特性，指出了粗轧机工作辊严重磨损与电工钢大量同宽轧制生产策略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粗轧
高速钢工作辊的上机实验和工业应用，高速钢工作辊的上机应用对于控制电工钢轧制过程中轧辊严重磨
损效果良好。
2）为研究电工钢热连轧机粗轧机辊系力学行为及板形变化规律，建立了电工钢奥氏体区本构关系模
型和三维轧辊轧件有限元仿真模型，开发了适应电工钢大量同宽自由规程轧制、粗轧可逆多道次轧制以
及严重、不均匀工作辊磨损特征的变接触支持辊技术。
3）通过辊间接触压力计算、板形影响分析和工业应用分析了电工钢热连轧机粗轧机同时应用高速钢
工作辊和变接触支持辊后的融合效应。两种技术的应用对于均匀化全服役周期内的接触压力分布、降低
带钢凸度、提高支持辊自保持性和预防剥落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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