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无缝钢管技术梦

邱永泰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回顾了投身无缝钢管生产技术事业 52年的历程和在该过程中提出的方案或方法；介绍了参与部分
机组改造和工业试验的过程，包括 椎108 mm三辊轧管机组的改造、国产 椎76 mm 连轧管机组工业试验及 椎89
mm连轧高压锅炉管改造工程、国产 椎60 mm二辊精密轧管机工业试验，以及在推广微张力定（减）机进步、全面
改进二辊斜轧技术和优化机组整体工艺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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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8月，笔者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
轧钢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安阳无缝钢管厂（现安阳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经半年实习即被安排到无缝

车间当技术副班长，1980年初被提升为无缝钢管
厂技术副厂长；1985年 3月为更好地发挥无缝钢
管生产技术方面的特长，毅然“跑到”衡阳钢管厂

（现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1998年退休，但至
今仍活跃在无缝钢管技术领域。

迄今为止，笔者已在无缝钢管技术一线打拼了

52个年头，虽然在很多人看来，笔者在钢管技术
方面“功成名就”，退休后的生活条件也属上乘，但

是笔者的无缝钢管技术梦仍未结束。

1 投身无缝钢管生产技术事业
1.1 进入钢管生产领域

1961年 8月，笔者从东北工学院轧钢专业毕
业，被分配到安阳无缝钢管厂，由此开始了自己的

钢管生产技术生涯，也进入了自己的钢管技术梦。

在那个年代，笔者自觉深入现场，可以说对

椎76 mm轧管机组从热轧到冷拔所有重要操作岗位
都亲身体验过，包括烧煤加热炉、退火炉的烧火工

和自动轧管机的人工夹顶头操作。在文革的特殊时

期，笔者甚至“顶”穿孔调整工以维持正常生产。

这段工作经历为笔者从事无缝钢管技术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对于现在的年青技术人员，

笔者总是强调要补上岗位操作这一课，作为无缝钢

管技术人员，必须能够独立进行穿孔调整。

1.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当年，安阳无缝钢管厂在技术上还是“中专生”

和鞍钢无缝钢管厂老工人的“天下”，存在着根深蒂

固的“重经验、轻理论”观念。在讨论技术问题时，

一说到理论就受到蔑视，认为是“空谈”。虽然笔

者也重视生产实践经验，但也重视理论，一直坚持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碰到问题（特别是牵连多因素

的复杂技术问题）时，先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然后通

过实践进行验证。采用上述思路和方法，大多数技

术难题都能得到解决。现介绍几项“结合”的成果。

1.2.1 45钢穿孔顶头
45钢穿孔顶头在 椎76 mm 穿孔机上曾被推广

应用，但 1995年以后只剩下安阳无缝钢管厂一家。
这主要得益于弄清了 45钢穿孔顶头的工作机理，
并在顶头的设计和（氧化）热处理上做了很多工作。

45钢穿孔顶头的技术也在三辊穿孔机组得到
应用。1983年衡阳钢管厂（现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
司）的三辊穿孔机投产后，在穿轧 27SiMn钢时，穿
孔顶头大多只能穿制 1耀2支钢管，甚至 1支都穿不
出。但采用了 45钢穿孔顶头的技术后，顶头寿命
在 200支/个以上。
1.2.2 冷拔工艺的空拔理论“集成”
有经验的冷拔工作者都清楚，钢管“空拔”（无

内模拔制）产生的质量问题最为突出———增壁与减

壁、内外表面横向裂纹，特别是空拔后的纵向暴裂

等。

20世纪 70年代末，笔者已弄清了上述缺陷的
产生机理，即由于厚壁管（一般径壁比 D/S臆10）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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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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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拔过程中的内、外壁不均匀延伸变形产生的附加

应力所造成。

以横向裂纹为例。当延伸因数 滋为 1.15耀1.17
时，管坯外表面延伸变形，内表面虽受到拉应力，

但较小，内表面不至于产生横向裂纹；当 滋为 1.17
耀1.25时，内表面受到的拉应力较大，产生横向裂
纹；滋逸1.25时，内、外壁变形“均衡”，不产生横
向裂纹；随着空拔变形量增大，内壁延伸大于外壁，

使外壁受到拉应力，当 滋为 1.45耀1.65时（与 D/S、
材质及连拔等有关），开始出现外表面横向裂纹。

空拔后钢管出现纵向暴裂，这至今仍是冷拔生

产的头痛问题。其产生机理是：首先是空拔不均匀

变形造成钢管拔后有切向残余应力；其次是应变时

效的作用，过去多用电炉钢，纵向暴裂严重，现在

大多采用转炉钢，钢水中的氮含量大大降低，应变

时效作用相应减小，纵向暴裂倾向也减小；再就是

应力集中的因素，管尾的缺口、管头的打头部位皱

折根部都是应力集中源，若把这些切除，可大大减

少纵向暴裂。

1.2.3 穿孔扭转与内折
渊1冤 目前书上都说穿孔扭转变形是由轧辊辊径

差形成的线速度差造成的，这种说法不完整，或者

说是错误的。在进、出口辊面锥角相等，等径穿孔

时，进、出口变形区的扭转变形基本相抵消，可还

是存在扭转变形。完整的机理还需增加一点，在入

口变形区，由于管坯是实心的，扭转不动。扭转变

形是在出口变形区产生，所以扭转的方向为反螺

旋。

渊2冤 穿孔内折缺陷是无缝钢管生产时的典型、
主要、致命缺陷。将造成内折缺陷的原因归于孔腔

很不全面。

现将穿孔变形时产生的内折（不含管坯原因）分

为 3类：淤孔腔型内折———曼氏效应造成，翘皮是

鳞片状；于裂纹型内折———翘皮呈裂纹状（翘皮长

度在 50 mm以上，宽度在 1.0 mm以下），是在接
触顶头以后产生咱1暂；盂大片状内折（往往在头部或尾
部），现场证实，穿孔时掉下的金属被带进下支管

坯，形成头部大块内折（没有“根”）。穿孔形成毛管

的“内螺纹”，也会在下道轧制时形成内折。

除此之外，发现在巨型坯（椎720 mm机组）穿
孔时，由于表面变形造成孔腔型内折，但需进一步

证实。

1.2.4 工具的改进

1965—1966年，椎76 mm 机组在工具上有一
些改进，值得一提的有：淤穿孔辊型，进、出口辊
面锥角普遍从 4.0毅耀4.5毅减小至 3.0毅耀3.5毅；于自动
轧管机采用圆球顶头；盂热变形工具的材质，穿孔
导板和自动轧管机顶头的材质从 Cr16Ni2改进为
Cr35Ni4Si；榆冷拔工具，内、外模开始采用渗 B、
V及碳化物覆盖等表面热处理技术，外模最终全采
用镶套硬质合金咱2暂。

2 追求无缝钢管技术梦
笔者在安阳无缝钢管厂工作了 24年，一直从

事无缝钢管的生产技术工作。

在技术改造方面，安阳无缝钢管厂自行设计、

改造的 椎100 mm 自动轧管机组于 1975 年完成，
是 1972年原冶金工业部确定的 4家 椎76 mm机组
生产热轧无缝钢管改造项目中率先建成投产的。在

该项目改造中，自己设计、制作的 椎9.0 m环形加
热炉的加热能力和热效率均明显高于设计院的

椎12.0 m 环形加热炉；成功地采用锥形均整辊工
艺，并从实践与理论上打破了均整时“扩径量愈大，

均壁效果愈好”的传统概念。1983年在 椎76 mm冷
拔机组的搬迁改造初步设计中，贯彻了“高速、长

料、多线及大变形”的高效冷拔生产技术原则；在

工艺平面布置方面，冷拔机等采用横向布置方案，

以减少吊车占用时间和均衡各跨吊车负荷。该改造

方案实施后，显著地提高了冷拔生产率，平均每条

冷拔链每年的生产量超过 5 000 t，较当时国内
椎76 mm机组的年产量 2 000 t高出 1倍以上。
在产品开发方面，1967年安阳无缝钢管厂与

洛阳轴承厂（现洛阳 LYC轴承有限公司）合作，批
量试制成功 Gr15冷拔轴承钢管，解决了管坯加热
的“脱碳”问题，而采用的创新球化退火工艺上（利

用冷拔变形保留的“能量”，采用正火垣球化退火两
段式工艺），大大缩短了球化退火的时间。此外，

安阳无缝钢管厂还开发了合金结构钢钢管、电工纯

铁冷拔无缝钢管；并采用硫磺垣肥皂润滑和扩径减
壁冷拔工艺，将 椎28 mm伊3.0 mm规格 1Cr18Ni9Ti
不锈钢钢管改拔成椎14 mm伊2.0 mm成品管。
笔者当时非常希望在无缝钢管生产技术上做更

多的工作，但是身在把“扩大规模”放在第一位的钢

铁联合企业，年产几万吨的无缝钢管厂与年产几十

万规模的其他轧钢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扩大品种

提高效益，特别是冷拔改造计划都得不到重视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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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严重挫伤了笔者的无缝钢管技术梦。

1985年 3月笔者与安阳无缝钢管厂不辞而别
来到衡阳钢管厂。

3 参与机组改造和工业试验
3.1 椎108 mm三辊轧管机组改造
笔者来到衡阳钢管厂后，当即就投入到 椎108

mm三辊轧管机组改造工程。当时，椎108 mm三辊
轧管机组在世界上首创三辊轧管寅三辊定径（12
机架微张力（定）减径）寅二辊回转定径变形工艺路
线，而世界上其他三辊轧管机组（包括 1990年某厂
引进的 椎170 mm三辊轧管机组）都是采用二辊定径
的。

当时工程设计已完成，引进设备合同也已经生

效，现场厂房施工已进入收尾工作、环形炉基础已

完成，但笔者在分析三辊定径与二辊回转定径能否

匹配时发现，两台轧机轧后钢管的外径偏差都为依
0.50%，因此建议取消二辊回转定径机；并建议将
微张力（定）减径的单机架最大减径率从3.0%增大
至 3.5%，将 4套孔型减径系列改为 3套孔型减径
系列，使得生产外径 51~60 mm成品管成为可能。
这两项建议都得到了德国 Meer 公司专家的支持，
并获得落实。

此外，原有的车间工艺平面布置从轧管机后需

要反复“过跨”，不仅占地大、辅助设备多，而且生

产线长、操作过程多，给热轧生产带来诸多不利。

但彻底改变车间工艺平面布置，70%的施工图要返
工，设计院不愿意承担。因此，在工程有关技术人

员共同努力下，顶着工程进度压力，较好地完成该

项工程。

1987年 椎108 mm三辊轧管机组改造工程完成
后，较好地解决了两个技术难题：首先是通过减

径后采用“控冷”工艺，解决了轴承管网状碳化物、

20G 厚壁高压锅炉管的工艺性能不合格问题；其
次，根据德国比勒的一篇博士论文，在原孔型不变

的前提下，通过采用合理的速度制度，解决了中、

厚壁管“内六方”问题，使得“内六方”指数 P值达到
1.5%左右的世界先进水平咱3-4暂。
3.2 椎76 mm机组工业试验及椎89 mm机组改造
国产 椎76 mm 连轧管机是当时国家冶金工业

部的工业试验项目，但轧管机制造出来后，几经周

转没有企业敢于投入工业生产试验，1990年衡阳
钢管厂主动接下此项任务。

衡阳钢管厂利用原有的三辊轧管机试验车间，

将三辊轧管机换成连轧管机，就变成了连轧试验机

组。开始采用原设计的孔型不能轧制出钢管，于是

衡阳钢管厂自行重新设计孔型，特别是“转速计算”

在国内首次采用了“解析法”进行直接计算咱5暂。实际
使用后，不仅顺利地轧制出钢管，而且在第 3支钢
管轧制后试行“脱棒”时也顺利脱出。

国产 椎76 mm连轧管机组通过一年多的工业
试验，试验轧机设备上的问题也得到暴露，特别是

培养了一批连轧生产技术人员。因此在 1991年衡
阳钢管厂申报了 椎83 mm 连轧管机组节能改造项
目，并获得国家节能公司的批准（投资 5 000万元
人民币）。

就在 椎83 mm 连轧管机组改造准备实施时，
国家冶金工业部又将“增产电站高压锅炉管”改造项

目转给衡阳钢管厂。接到该项目后，衡阳钢管厂将

原有的二辊斜轧管机组改变为连轧管机组（年生产

能力从 5.0万t 提高到 15.0万t），并得到国家冶金
工业部、规划院、国际咨询公司以及一些专家的支

持。这样，衡阳钢管厂的连轧管机组改造就由原来

的 椎83 mm连轧节能改造工程转变为以引进设备
为主的 椎89 mm连轧高压锅炉管改造工程。

椎89 mm连轧改造工程在技术方案选定上有以
下特点：淤选用半浮动芯棒连轧管机，使其既有限
动芯棒轧制时的工艺优点，又有全浮芯棒连轧的高

效率；于连轧管机的芯棒限动速度是以第 2机架轧
制速度为基础进行限动，以提高连轧管机的生产

率；盂连轧管机采用侧向快速换辊结构和链式限动
机构；榆为了保证芯棒润滑效果，连轧管机采用预
穿芯棒，并增设芯棒“干燥”工位；虞采用二辊锥形
穿孔机，提高了轧制节奏和毛管质量，采用导板以

控制毛管外径精度，主传动电机置于前台（当时世

界上只有 2台）以利于芯棒循环；愚选用具有管端
切头控制（CEC）功能的 24机架 4电机集中差速传
动张力减径机咱6暂；舆基础自动化与计算机二级管理
系统没有采用当时主选的“小型计算机”方案，而是

由 7台 PLC和微型计算机组成的“分布式”方案。
3.3 国产椎60 mm二辊精密轧管机工业试验

1990年进行国产 椎76 mm 连轧管机组工业试
验的同时，也将国产 椎60 mm 二辊精密试验轧管
机安装在 50车间的穿孔机后进行工业试验。
虽然试验条件很差———轧机设备简陋，特别是

轧管机的轧制温度臆700 益，但试验仍取得显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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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首次试轧的第 2支钢管就实现了正常咬入和轧
制。在半年多的工业试验期间，主要采用 椎60 mm
管坯穿制成 63 mm伊3.4 mm 毛管，再经轧管机轧
制成 57 mm伊2.5 mm伊6 000 mm以上荒管（延伸因数
1.487）。
由于衡阳钢管厂已将精力用于连轧管机组的改

造，加上精密轧管机与穿孔机在节奏上不匹配，影

响车间产量，因此中止了 椎60 mm二辊精密轧管
机的工业试验。但笔者通过此项工业试验仍获益匪

浅：淤二辊斜轧管机确实是高精度轧管机，有其他
轧管机不可比的“纠偏”能力。当时的原始记录表

明：轧制出的 椎57.0 mm伊2.6 mm荒管，其同一横
断面的壁厚偏差臆依3.0%（0.08 mm）。若采用此高
精度荒管，只需通过冷拔（与冷轧相比，“纠偏”能力

非常有限）即可生产精密无缝钢管产品；于轧制出
的椎57.0 mm伊2.6 mm荒管长度已超过 6.0 m，内螺
纹很小、没有麻面，若通过定（减）径，完全可以得

到 椎50 mm以下的小直径热轧无缝钢管。正是基
于上述原因，笔者近两年一直在研究并完善生产

椎25耀63 mm小直径热轧无缝钢管的二辊斜轧管机
组方案。

3.4 水平连铸管坯质量攻关
衡阳钢管厂为解决管坯供应问题，于 1990年

新建了两座 30 t 电炉，由于用坯规格臆120 mm，
只能配置水平连铸机。鉴于生产的水平连铸坯质量

不稳定，1995年衡阳钢管厂进行了质量攻关：一
方面以管坯在轧管车间的外折率作为对炼钢车间管

坯质量考核的依据，促使炼钢车间严格操作，不断

改善、稳定管坯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攻关小

组，不断改进工艺，逐个地解决缺陷。经过近 3年
的不懈努力，随着 1998年最后一个缺陷（冷隔纹）
的解决，水平连铸管坯质量攻关全面完成。这不仅

解决了衡阳钢管厂的产品质量问题，也挽救了水平

连铸的声誉———当年，全国数十套水平连铸机都基

本停产或报废。

4 退休后的钢管技术生涯
笔者虽在 1998年 3月退休，但钢管技术梦仍

在继续。多年来，笔者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国

内数十个钢管项目的建设、改造和技术难题的解

决；除了连轧管技术，在其他钢管热轧技术上也有

了进一步的实践，并取得技术上更多的进步咱7暂。
4.1 促进微张力定（减）机的推广和进步

退休后，首先与某设计院合作，推广感应加

热垣微张力（定）减径技术。
感应加热装置应用于钢管在线加热，国内首次

在安阳获得成功，并在其后推广应用于某厂的连轧

管机组。但其他几套不全是很成功，主要是因为

“节能”，也有因设计不合理———功率偏小。

微张力（定）减径机的推广应用非常成功。从设

备上讲，国产微张力（定）减径机是完全可用的，仅

齿轮传动系统的寿命较低。从工艺上讲，使微张力

定（减）径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在不使用全部机架

时，机架采用后置式摆放，解决了成品机架的设备

给定转速与工艺需要转速不匹配问题，也彻底解决

了定（减）径后管头的“钩头弯”难题；单机架减径率

超过 3.5%，甚至在 8机架减径机上，超过了 6.0%。
4.2 全面改进二辊斜轧技术
由于退休后大多是与民营企业合作，主要接触

的是二辊斜轧管机组，因此对二辊斜轧管技术从理

论和实践上有了较深的研究咱8暂，能对二辊斜轧管技
术有全面地改进，并提出新的改进方案咱9暂。
4.2.1 二辊斜轧管机辊型的效果
二辊斜轧变形的致命缺点是变形效率低，对此

笔者首先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从降低金属变形的

“轴向阻力”和减少“横变形”出发，对当时常用的二

辊斜轧管机辊型进行改进。改进后，不仅变形效率

提高（主电机电流降低 30%左右），内表面质量也显
著改善（“内螺纹”彻底改善，“麻坑”也有明显减轻），

而且减壁量可增大 50%以上，轧制薄壁管的能力
增强（可轧制 D/S臆38薄壁管）。
虽然已有的辊型改进取得了显著地成效，但在

轧制 D/S逸38.0薄壁管时生产不稳定，为此笔者又
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找出了原因，并于 2013年初
步提出了全新的“双台阶”辊型，若在生产实践中得

以验证，将使二辊斜轧辊型有质的改进。

4.2.2 多功能二辊斜轧管机的应用
2004年笔者提出在原有二辊斜轧管机的基础

上，将芯棒限动机构置于后台，这样既能进行正常

的限动芯棒轧制，又能采用顶头进行二次穿孔形式

的大扩径轧制，还能作为穿孔机使用。

江苏某厂在 椎219 mm机组改造时，采用此结
构二辊斜轧延伸机，并实行了回退式轧制。接着该

厂的 椎720 mm机组建设也采用此结构轧管机，实
现了在一台轧机上，进行穿孔寅二辊斜轧（既能限
动芯棒轧制，又能二次穿孔轧制）两道变形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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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基础上，椎720 mm机组的斜轧生产线实现
了两台斜轧管机完成穿孔寅二辊斜轧寅精轧寅定径
4道变形工序，不仅节省资金，而且能比同类机组
生产更薄、表面质量更好的成品钢管。

4.2.3 二辊斜轧延伸机导板设计的改进
二辊斜轧延伸机的导板对变形有直接影响，特

别是轧制薄壁管时，同时导板的寿命也是二辊斜轧

延伸机生产的薄弱环节。河北某厂在轧制 27SiMn
半轴套管时，延伸机才轧制几支钢管就因导板黏钢

不能继续生产。通过对导板设计的改进，解决了黏

钢问题，导板寿命提高至 1 000支以上，最高达到
1 800支。该导板设计改进方法用于穿孔导板时，
可提高导板寿命数倍。

4.2.4 采用液压“动态辊缝控制”技术
鉴于液压“动态辊缝控制”技术在连轧管机上的

成功应用，2013年笔者提出在二辊斜轧延伸机采
用液压“动态辊缝控制”技术，将会使该机组的技术

经济指标有质的提高。

4.3 优化原有机组的整体工艺
由于对穿孔、减径工艺的熟练应用，加上采用

了合理的编制机组变形分配软件，优化原有机组的

整体工艺取得显著成效。例如，江苏某厂 椎256
mm连轧管机组，原有的德国变形分配工艺是采用
4种管坯和连轧孔型，只能生产外径 114耀273 mm
的成品管；工艺优化后，仅需 2种管坯和连轧孔
型，而且成品规格扩大到外径 114耀340 mm（实施过
程中，考虑定径机电机能力，先采用 3种管坯和连
轧孔型）。

5 未完的钢管技术梦
虽然笔者已过 75岁，但思想还非常活跃，在

钢管技术方面的点子和办法还很多，针对钢管技术

发展方面或现场存在的一些重要课题或难题，也能

提出可行的技术方案。现在手头上有一系列可行的

创新技术方案（如高综合性能二辊斜轧管机组、顶

管机的“削尖”技术等）等待实施。特别是经多年论

证、改进和完善的小直径热轧无缝钢管方案，不论

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来讲，都值得实施

和推广。

6 参考文献
咱1暂 邱永泰. 采用三机架可控芯棒连轧机改造 椎76无缝机组

的可行性咱J暂. 钢管技术，1983，12渊1冤：34-41.
咱2暂 卢于逑，申明凯，邱永泰，等. 用少机架可控芯棒连轧

工艺改造椎76无缝机组的试验研究咱J暂.钢管技术，1983，
12渊1冤：29-33.

咱3暂 邱永泰，方平. 三辊轧管机组配置三辊微张力减径机的
合理性咱J暂. 钢管，1988，17渊2冤：15-19.

咱4暂 邱永泰，方平. 微张力减径的钢管质量及其控制咱J暂. 钢
管，1990，19渊1冤：25-30.

咱5暂 殷文忠，邱永泰，翟润光，等. 椎76mm连轧管机的工
业性试验咱J暂. 钢管技术，1991，20渊5冤：26-30.

咱6暂 邱永泰. 集中差速传动微张力减径机的生产工艺设计
咱J暂. 钢管，2007，36渊2冤：19-22；2007，36渊3冤：21-
25.

咱7暂 邱永泰. 自动轧管机的发展进程———纪念曼内斯曼兄弟

发明斜轧穿孔工艺 120周年咱J暂. 钢管，2005，34渊1冤：
51-54.

咱8暂 张朝生. 用曼内斯曼工艺生产高合金钢无缝钢管技术的
开发咱J暂. 钢管，1999，28渊3冤：51-55.

咱9暂 邱永泰. 关于二辊斜轧管机的讨论咱J暂. 钢管，2010，39
渊4冤：1-11.

（收稿日期：2014-04-17）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