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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热轧带钢市场已经出现产能与市场需求不平衡的情况,其市场需求已经基本饱和。在此背
景之下,热轧带钢产品性能、成本以及质量之间的竞争显得格外突出。带钢产品的厚度精度是体现产品
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自动厚度控制AGC模型是实现厚度精确控制的核心。AGC技术作为控制热轧带钢
成品厚度的重要技术,其效果直接影响产品在带钢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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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轧带钢厚度自动控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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