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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涅利万能无头连铸连轧–DUE®–技术
和在中国的最新设施
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在最近 25 年内已经占据了热轧板带产品生产中相当一部分市场份额，而且还在逐渐
蚕食着过去一直由常规轧机一统天下的生产领域。达涅利逐步开发新一代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让这
一工艺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新概念-达涅利万能无头连铸连轧–DUE®–与上一代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在一个生产线内进行单卷生产、半无头轧制和无头轧制的能力，这是该生产线主要的技术革新。

在
最近25年里，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已经

占据了全球热轧板带生产市场更大的份

额。这主要得益于该工艺相较于传统方

法的竞争优势，以及这一技术满足市场大部分需

求的增长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在商品领域。

这些年来，达涅利和其客户一起逐步在开发新一

代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让这一工艺的发展进

入新的阶段。现在，第一次，单卷生产和无头轧

制，热－机械轧制和多相钢可以在同一生产线上

生产，可以同时制造高附加值利基产品和大批量

生产商品产品。

生产线的布置和优化，不同能量源的高效组合，

令DUE®成为真正的“绿色”工厂，同时与目前基

于薄板坯连铸的基准工厂相比显著降低了运营成

本(OpEx)。令DUE® 与众不同的是，实际只需要

一个单一的车间，就可以进行无头轧制和单卷生

产模式，让这个“双重使用”工艺与前代车间相

比有了重要的技术创新。这个连铸连轧车间的新

概念能够在单一生产线统一各种优胜功能，截止

目前已经实现了原来需在分别的生产线进行的无

头轧制或单卷生产模式，并消除了每种生产线的

限制因素。

因此，这个新的车间将是世界第一个能够生产所

有扁平化市场利基产品的薄板坯连铸连轧车间，

通过应用最适合每一钢种／产品的生产工艺，

即：

`  单卷生产模式，其中连铸机和轧机以不同的质

量流独立运行，而板坯由摆剪在连铸机出口进

行带卷定尺剪切(一个卷板一个板坯)

`  无头轧制模式，其中连铸机和轧机以相同的质

量流运行以便确保不间断处理，卷板在进入地

下卷取机前由高速飞剪生成。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达涅利就是第一个开

发并工业化应用该工艺的公司，作为基础工具在

其所有薄板坯连铸机上动态轻压，结合直弧形设

计，提供在任何连铸条件下对板坯内部和表面质

量最好的控制。

此外，与传统的薄板坯方法相比为轧机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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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板坯的能力也反映在从板坯到板带的压下量

率的显著增加，从而允许生产范围更广的产品组

合。这些产品包括低、中和高碳钢，高强度低合

金钢，包晶钢，硅钢，管线钢和先进高钢。

这种薄板坯连铸机是从已经非常成熟的直弧型铸

机设计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来；它充分发挥了在过

去 25 年间，为不断改进和完善这种设计的过程

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以及最近在超高速连铸

技术发展过程中获得的大量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

优势。

DUE®生产线与传统的薄板坯轧制车间比非常紧

凑，从而从连铸机回转台中心线到第二台地下卷

取机轴线占用的空间只有约290m x 90m。

轧机自身有着经过成功验证的配置，包括分离的

轧机支座，有着大压下量的单元以及表面处理单

元，以实现两步法轧制工艺。

在中国的最新设施

经过数年的成功合作，中国的首钢京唐钢铁联

合有限责任公司(SGJT)为其在唐山市的新工厂

向达涅利下了又一个DUE®工厂的订单。达涅利

与日本电气公司 TMEIC 组成的联合体将向 SGJT 

供应 DUE® 设备，基于单流连铸机，将生产210

万吨/年的高附加值产品，钢等级和板带尺寸范

围广泛，板带尺寸厚度0.80-12.7毫米以及宽度 

900-1,600毫米宽（参见图1和图2）。

以其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为特征，DUE®完

美符合中国工业发展建立的“新常态”愿景的准

则。

这个新的工厂有着创新的平面布置（达涅利专

利-美国专利号8087449，2017年1月3日），并且

达涅利不断致力于改进已有的工艺和技术并克服

当前的局限性。

连铸 直弧形连铸机主半径为5.5米，容纳长度大

约26米，设计用于运行厚度110毫米的单板坯，

在经过动态柔和压下量（结晶器出口处为130毫

米）后，其连铸速度超过6米/分钟，取决于钢的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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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合适的轧件温度分布，合理控制材料内部

晶粒长大。这是进行热机械轧制必须具备的基

本条件。

`  一套感应加热系统，由Danieli Automation

设计和制造，用于在无头轧制模式均匀稳定地

生产薄带钢和超薄带钢，该模块不使用时（例

如，在单卷生产模式时）或维护时可以单独离

线缩回。

轧制 轧机架设计来保证最终产品绝佳的几何与机

械特性，采用所有的先进技术，可有效实现带钢

凸度和板型最佳控制；而且需要牢牢记住的是，

所有这些控制功能，在采用无头轧制工艺所要求

的载荷条件下，也必须能够完全实现。

冷却和卷取位于 精轧区域后方的是层流冷却系

统，根据选择的工艺模式，由强力和正常冷却策

略优化的组合组成，从而允许生产范围广泛的钢

种，包括但不限于复相钢 (DP) 和AHSS等级钢。

同时，使用强力冷却系统允许对热－机械轧制产

品的进一步细晶强化和相变强化，节约了合金添

加的成本并增加了生产出的卷板的强度。

生产线的末端是卷取区，已经在意大利一条的纯

无头连铸连轧生产线上获得完全的测试并且目前

正在运行，卷曲区由高速飞剪以及夹辊和地下卷

取机组成，高速飞剪用于在以无头轧制模式生产

时，进行带卷定尺剪切。

自动化 Danieli Automation将开发和供应感应

加热系统，与连铸机和隧道炉的自动化一起，而 

TMEIC 将负责控制轧钢机自动化，与在线仪器和

整个DUE®生产线的中压/低压 (MV/LV) 驱动一

起。

这样没有先例的板坯厚度与速度的组合令其在生

产超薄带钢时可以轻松达到无头连铸要求的物质

流状况条件。

再加热 隧道炉由Danieli Centro Combustion开

发设计，提供基础的缓冲功能，增加了工厂灵活

性，从而允许轧机轧制工作成为后台任务，不会

影响连铸机和炼钢车间的运行。此外，其允许工

厂轻松地在无头连铸和单卷生产运行模式之间切

换。

它也确保在压机入口处在厚度/宽度/长度各维

度上板坯温度均一，这对高效的无头连铸模式尤

其重要并确保在熔炉出口处板坯温度的恒定和均

匀，无论连铸速度是多少。

整个熔炉的长度限制为80米（从第一个到最后

一个轧锟），包括一个用于在紧急情况下从轧制

线上退回的板坯或轧件的梭式炉。尽管长度减

少，这仍然允许生产在单卷生产模式下的全重量

卷板，同时确保沿着板坯宽度和长度均匀的温度

分布。

轧件传送 图3所示的轧件传送区域包括：

`  切头剪用于剪切轧件头部和尾部，特别是在单

卷生产模式下，以确保精轧机架顺利穿带，并

减少带钢尾部损坏现象。它也提供在紧急情况

发生时的轧件剪切功能。

`  在精轧机入口前，插入一台专用高压水除鳞装

置(除了在高压下量入口处的一台以外），用于

清除轧件表面生成的氧化铁皮，从而显著提高

最终成品带卷表面质量。

`  加一套强制冷却系统，与精轧机入口的除鳞装

置整合在一起，用于热－机械轧制工艺 (TMR) 

在生产 AHSS 和 API 等级钢材时使用，以确保

r 图 1 DUE® 三维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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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艺 

Danieli Automation也将供应数个自动化包，例

如达涅利维护管理系统(DMMS)，状态监视系统

(CMS) 以及工艺和质量管理与报告(Q3-智能)，这

些均是“达涅利智能系统”解决方案 DIGI&MET 

平台的一部分，将协调整个产品链的产品质量控

制，从液态钢到成品。DIGI&MET平台将给 SGJT 

集团带来在大数据收集方面的进一步领先，无论

是用于新的DUE®生产线自身还是与别的工厂扩建

项目整合。

结论

得益于数十年的研究和开发，完整的工程设计和

其自身先进的车间，达涅利能提供完整的优质解

决方案包，确保带来优化的工艺性能和先进的设

备。

这种新方法是达涅利标志着带钢生产进步的原创

概念自然发展演变的结果，即采用了直弧形设计

薄板坯连铸机和两步法轧制，这成为业界近几年

大多数创新的灵感，确认了达涅利原始想法的优

点。

DUE® 平面布局配置，与高效和优化的能耗一

起，代表了达涅利灵活性概念的最广泛应用。

通过这个已经成为钢铁行业基准的项目，达涅利

再次证明它是设计、制造和安装先进的薄板坯连

铸连轧设备的世界领先者。MS

Alessandro Pigani 是产品经理，Paolo Bobig
是工艺技术部主管，均就职于意大利布特廖的
Danieli Wean United公司。Mike Knights是意大
利布特廖Danieli Centro Met公司销售执行副总
裁。

联系电邮：a.pigani@danieli.it

r 图 2  DUE® 平面布局示意图

r 图 3 DUE®轧制车间轧件传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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