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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板机光学测量系统

相机技术的进步使轧板机的尺寸测量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现在可以用一种非常高的空间分辨率来
测量平板、轧制状态的板和工程板，同时提供更详细和精确的测量数据评估。这一改进的实现主要是由
于使用了高空间分辨率摄像机并结合预处理技术，没有这些技术就不可能实现复杂的算法。在此基础
上，LAP已经研制出一套新型的板式轧机激光光学测量板检测系统。在其进入轧板机之前，轧机之后，板
材检测会测量卷板原料所有的相关尺寸，并对轧板机和所有路线进行最终检查，从而显著提高优质板材
的生产效率

对
卷板原料宏观几何进行同轴测量，可以

快速并可靠地评估轧制过程，如果必要

的话，生产过程中进行直接纠正干预。

系统安装在过程链上的不同位置，根据需要测量

特定工艺：

`  板的宽度，它也构成了计算整个板形的基础，

包括头部和尾部的形状

`  板的厚度

`  板的平面度

`  板的速度和长度。

这些测量是在轧制和校平过程中作出可靠决策的

基础，用于决定产品是否“合格或不通过”，以

及不间断记录整个处理过程。

高精度光学测量促进了最佳材料使用，因为它

能够最大程度减少头部和尾部裁剪和侧面修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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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料，并优化母板的切割。在所有工艺阶段的不

间断尺寸测量保证了只有满足客户的规格的产品

才会发货。

测量数据存储允许在生产流程之后的任何时间

对流程进行分析，从而确定进一步优化的可能

性。它还保证每个板的每个工序步骤都有完整的

可追溯性。

测量阶段

不同的测量方法与不同的生产阶段是相关的。

因此，LAP专门根据它们的使用场所对系统进行

配置，例如，为进行中的测量任务配置传感器设

备，为主流操作环境选择最佳布局。现在将描述

生产链上不同位置的最优系统配置。某些产品可

能不需要某些测量设备或传感器。

轧板机前光学系统可测量板坯在轧板机前的宽

度、厚度和长度。由于已经知道该原料的完整宏

观几何，在很早期的阶段，无论计划的最终尺

寸——宽度和长度——是否可以实现，是否有足

够的修剪公差，该尺寸都将变得很明显，。当系

统对单板进行测量时，可以立即采取任何纠正措

施；例如，可以不延迟地优化时间表，从而获得

更高的收益。图1显示了一个示例。

轧板机后 在最后一次成形后，或在热平整机(见图

2a和2b)时，钢板检查可立刻测量出板的宽度、

厚度、长度和形状。

一些轧机还能在这个早期阶段测量平直度。它

的优点是，根据测量值，可以针对每一个板进行

优化调整。

一些操作者还使用一个板的尺寸测量结果来优

化下一个板材轧制之前的轧机设置。此外，测量

数据还可用于优化轧机机架的厚度控制模型。

热平整机后 钢板检查可测量板的完整轮廓，即它

们的宽度、厚度、长度和形状，以及它的平直度(

见图3a - c)。在这些测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优

化整平过程，并决定是否需要另一个水平通道。

图3c显示了一个计算机生成的布局，它也显示了

激光束。图4所示的测量值也作为修剪和裁剪的基

r 图 1 在轧板机前的平板厚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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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以及下道工序纵切和切割长度的基础。

所获得的信息有助于将单独板材优化分配至现

有客户订单。考虑到尾部和头部末端的形状，以

及任何宽度收缩，我们可以很好地将定制的板材

尺寸装配到轧制板上。这将实现材料使用最大

化，以及最小化废料产生。	

定长剪切后的最终检验 对剪切长度和宽度以及

切割尺寸板的平直度进行最终检验。这些结果提

供了最终尺寸和生产板厚度分布的结论文件。因

此，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表明单个板材是根据客

户的规格制作的。示例如图5a所示。图5b显示了

一个计算机生成的布局，它也显示了激光束。

由集成式激光多普勒传感器测量的长度值也可

以用来精确定位在切刀下的板材。

测量技术

宽度测量 两种方法通常适用于宽度测量：

`  机位于板材上方，当板材背向下方的光线时进

行测量

`  根据光切面原理（即从上面投射到平板上的激

光线）通过矩阵摄像机捕捉

这两种系统都依赖于高性能的相机技术，即专

门用于宽度量规的高分辨率、智能线扫描相机	

(~	8,200像素)和区域相机(~	4,100	x	3,100像素)。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算法，在摄像机内对所拍摄的

图像所包含的信息进行评估。因此，在同一系统

内，即使有几个摄像头同步运行，也可以连续测

量高达4,000赫兹的频率。

用激光线经过冷却床后的宽度测量示例如图6所

示。

基于背光照明的背光测量系统在许多应用中

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一种普遍接受的技

术。LAP使用一束装有高容量LED的光束，可达

250W/m。对于安装在冷却区上游的系统，使用

蓝色发光二极管来实现对热板表面的强烈对比。

用白色发光二极管测量冷极板。背光装置采用坚

固的梁结构，特别设计用于承受厚板厂的操作条

件，并安装在辊道下。

摄像机安装在辊道上方的一个外壳内（如图7所

示）。在轧板机典型应用中，LAP建议在立体布

局上安装两对智能线扫描相机。凭借这种配置，

就可以捕捉辊道上方条带边缘的高度，并精确地

补偿由此产生的视差。高测量率和同步运行的相

机提供可靠的宽度测量，即使在快速变化的高度

下，正如在轧制车的垂直振动下可能发生的。立

体布置也可防止测量结果受到板厚的影响。

边缘位置通过梯度法确定。这比检测阈值更

精确，因为它可以容忍不可避免的光学条件变

化——例如，由于不同的板材温度。此外，智能

相机还可进行真实性检查，消除边缘裂纹的影

响。该系统的操作精度为+/0.3mm。冷状态下的

r 图 2 在轧机出口时，钢板宽度，厚度，长度和形状

图 2a

图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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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是通过热板的测量温度来计算的。

这些相机的排列能够覆盖辊道的全部宽度，可

能是5000毫米或更多。摄像机可以位于测量物体

3000毫米以上，允许通道有400mm的变化。

通过摄像机可方便地调节板规，以适应轧机的

具体情况。例如，如果板从不低于一定的最小宽

度，相机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排列，这样

它们就不会捕捉到被板材牢牢覆盖的辊道的一部

分。相反，相机分辨率可以集中在边缘区域。

对于需要更精确测量宽度的应用，LAP可以提供

带有可移动相机的系统，该系统具有较窄的视野

范围和捕捉边缘位置并增强分辨率的能力。摄像

机在一个独立的线性轴上移动，确保它们的位置

尽可能的垂直于平板边缘。宽度是根据相机和测

量值之间的精确距离计算出来的。摄像机视野被

定义为尽可能的微弱优势,达到极高的分辨率和精

度+/- 50µm。

垂直的摄像机位置可最小化通道变化的影响，

即使边缘是圆形的，也可以测量板的精确宽度。

这些系统主要用于测量非常厚的板。

光切面法 光切面法可以作为背光法的一种替代

方法，它基于在平板表面投影的激光线。在平板

上方的一个角度上设置的矩阵摄像机捕捉到穿过

移动的轧制车的线，并从线条变暗的位置计算宽

度。示意图如图8所示。

LAP将这项技术主要应用于其他测量（如平整度

测量）需要在平板上投射激光线并使用矩阵相机

的应用。

裁剪最优化 提供不同的裁剪优化系统：

“公称宽度检测”：系统识别并指示板的公称宽

度。系统“知道”公称宽度，因为相关的值预先

被传送到仪表上。

完整板形状：可以根据测量宽度来确定头部和

尾部形状(如鱼尾)或宽度收缩，。这使得定制板

尺寸可以最佳匹配到轧制(母)板。

r 图 3 热平整器后，测量平直度，宽度，厚度，长度和形状 

r 图 4 图形显示的平整度测量作为一个钢板图(顶部)和作为一个图

形与“I”单元(底部)

图 3a 图 3b 图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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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测量 厚度是用点激光的方法来测量的。沿着

板宽度分布的几个轨道进行测量。根据经验，最

多需要7个轨道即足以产生可靠和有用的厚度轮

廓。

每个轨道都有两个激光三角测量传感器，一个

在上面，一个在辊轴下面。这两种传感器都测量

它们距离平板表面的距离。厚度根据两个测量值

的差值计算。

由于传感器还将每个单独的测量与平板表面的

位置联系起来，软件可以计算出整个板的厚度分

布，例如，通过板宽度和长度产生的高度轮廓。

对于典型的厚板应用，测量精度高于0.1 mm。

作为一种可选的特性，在热板温度的测量中计算

出冷态的厚度是可能的。

平整度 平板的平整度是通过测量在轧动方向上运

行的几个轨道上的通过板的高度来确定的。系统

捕捉到的是边缘和中心波，它以彩色编码式“板

图”的形式显示出来。

从高度轮廓上看，软件可派生出板的各个纵向

部分的延伸，表示为“I”单位——平面度的度

量。一个“I”单位等于在轧动方向上每板运行米

延伸10µm制方向运行。此外，还从该测量中推导

出对称和不对称平整度系数，以及贯穿板宽的横

向弓和圆锥。

LAP通过光切面法测量高度：激光线投射在平

板表面上，并由以一个角度排列的矩阵摄像机捕

捉。由于使用线性激光器而不是过去常用的激光

点，因此可以评估每米板宽度的96个轨道，。

由于平板的波纹和辊道上板的垂直运动高度的

变化，在滚动方向上使用了两条激光线，相距大

约100mm。这消除了垂直振荡的影响。

此外，对于平整度测量，智能高分辨率矩阵相

机采用集成的预处理特性。因此，可以实现高精

度的高度测量，并为极其复杂的计算提供所需的

计算能力。

与带有点传感器的系统不同，新系统易于扩展

r 图 6 用激光线对冷床后的宽度进行测量

r 图 5 板的几何尺寸测量

图 5a 图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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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特定应用程序的需求。例如，在生产窄板的轧

机上，可以减少相机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提

高横向分辨率。

对于高度测量，分辨率大于0.1mm，精度大

于0.2mm。横向空间分辨率约为0.2mm，精度 

0.6mm，滚动方向分辨率为1.0 mm。伸长率是用

0.5“I”单位的精度来确定的。

作为一种选项，光切面系统可升级为带有集成

宽度测量功能。由于平板表面已经有了激光线，

所以需要做的就是用一个能够计算现有原始数据

宽度的可选模块来扩展软件。在这种情况下，不

需要背光设备。

系统也可以升级为带有可选软件扩展，用于外

倾角测量。

长度测量 由光学系统测量的所有数值沿着钢板边

缘长度被分配到它们的位置。如果轧机操作员没

有提供长度信号设备，则LAP将在量规外壳上安

排激光多普勒传感器。

在测量过程中，板被激光照亮，速度可以从反

射光的频率得到。这种方法有一个优点，即测量

无需接触，无滑动风险。即使在辊子辊道上的板

已经停止或向后移动的情况下，这种测量方法也

可以可靠地测量长度。

软件和可视化

LAP 钢板检查软件在专用的评估计算机上处理来

自各种量规系统的预加工原始数据，并将其以可

视化的形式发送到相应的控制台。这些值以数字

和图形形式显示，根据安装的特性，也可以作为

纵向或横向的配置文件，或者在彩色编码的3D

视图中显示，例如，如果包含了平面度测量的特

征。

软件也接收和显示处理数据，例如来自高级系

统的板识别数据或公称值。此外，所有的结果都

可以通过以太网提供给其他用户，比如质量保证

人员。如图9和图10所示。

r 图 9 板轮廓，头部和尾部形状的显示

r 图 8 采用光段法进行宽度测量

r 图 7 用背光装置进行宽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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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至轧机

LAP仪器通常是作为成套系统用来应对重型钢轧

板机的操作条件：安全距离的非接触式测量，

低空间要求和对环境影响的最佳保护。LAP致力

于实现可轻松集成到轧机配置的成套系统解决方

案，并具有低周期成本的特点。

LAP提供用于热材料(地表温度高于400°C)和

冷材料(表面温度低于400°C)的系统。根据应用

程序的不同，测量仪在热材料上运用蓝色激光，

在冷材料上运用红色激光。传感器的保护和冷却

取决于使用的情况。

用于热板的系统带有一个隔热罩作为额外保

护，在这种情况下，双层壁可隔离直接热辐射，

并且在一个封闭的冷却回路中被有效冷却。冷却

系统的主要电路使用环境空气,，因此无需提供压

缩空气或将处理水温冷却约20°C。这个解决方

案意味着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并节省宝贵的资源。

相机的自动曝光控制使得测量不再需要依靠平

板表面的任何反射特性。对于热板应用，摄像机

配备有可过滤热辐射的光学带通滤波器。摄像机

窗口可用空气永久冲洗。

结论

LAP依据在厚轧板机上安装90多个量规进行测量

的经验开发出新一代光学量规，用于厚板、卷板

和切割尺寸板的尺寸测量。新的钢板检查系统配

备了智能高分辨率相机，这得益于其集成的预处

理能力，实时进行高度复杂的计算，从而达到最

高精度的测量结果。现在轧机操作人员可以从一

系列的量规中进行选择，这些量规结合了最新的

相机技术，并采用经证实能够可靠用于轧钢厂要

求苛刻的操作条件的设计。MS

拉尔夫·福尔博士是德国吕内堡激光应用有限公
司工业系统全球销售经理。

联系邮箱： R.Foehr@lap-laser.com

r 图 10 板厚和长度轮廓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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