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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钢材加工技术领域，提出了一种

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铁水预处理、顶底复吹转炉、LF精炼、板坯连

铸、热连轧机轧钢、层流冷却和卷取，所述LF精

炼：脱氧剂成分质量百分数为：10％～30％的Al、

5％～20％的CaC2、1％～5％的Ti、0.1％～2.0％

的膨润土、3 .21％～6 .03％的SiO2、0 .58％～

1.32％的FeO、0.39％～1.01％的MnO、21.56％～

35 .96％的CaO、18 .19％～26 .05％的Al2O3、

3.47％～6.32％的MgO。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解决

了现有技术中钛微合金管线钢材淬透性低、低温

韧性差、夹杂物含量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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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铁水预处理、顶底复吹转

炉、LF精炼、板坯连铸、热连轧机轧钢、层流冷却和卷取，其特征在于，所述LF精炼工序包括：

在钢水依次加入增碳剂、白灰、脱氧剂、纯钙线、钛、硼、硒，然后进行吹氩气、钢包镇静、排

渣，得到精炼钢水；

所述脱氧剂成分包括质量百分数为：10％～30％的Al、5％～20％的CaC2、1％～5％的

Ti、0.1％～2.0％的膨润土、3.21％～6.03％的SiO2、0.58％～1.32％的FeO、0.39％～

1.01％的MnO、21.56％～35.96％的CaO、18.19％～26.05％的Al2O3、3.47％～6.32％的MgO；

所述精炼钢水成分质量百分数控制在：0.060％～0.080％C、0.800％～0.950％Mn、

0 .120％～0 .200％Si、0 .025％～0 .045％Al、S≤0 .010％、P≤0 .015％、N≤0 .008％、

0.055％～0.060％Ti、0.015％～0.020％B、0.050％～0.100％Se，其余为Fe和杂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脱

氧剂成分质量百分数符合：CaC2≥Ti+MgO。

3.根据权利要求1～2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铁水预处理为将铁水倒入铁水包中，扒前渣5～8min，每吨铁水中加入4.5～8kg

脱硫剂，搅拌8～15min，停止搅拌后，扒后渣6～8min，得到预处理后的铁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铁

水成分质量百分数符合：C含量为4.2％～5.1％、Mn含量为0.2％～0.5％、S含量≤0.03％、P

含量≤0.130％、Si含量为0.25％～0.55％；铁水温度符合≥1280℃，铁水带渣量≤2cm。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顶

炉复吹转炉为将预处理后的铁水运入转炉中，然后向转炉中加入废钢，进行吹炼，制得钢

水，钢水温度≥164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LF

精炼中吹氩气为在钢包底部安装供气原件，氩气由管道经底部供气原件吹入钢液；

所述钢包镇静为吹氩气结束后将钢包吊至连铸大包回转台上等待开浇，等待的时间≤

10min；

所述排渣为钢包镇静后，钢包中的钢液流入中间包中，通过中间包背部的背排渣口将

钢渣排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板

坯连铸为将LF精炼后所得精炼钢水注入中间包中，经中间包流入结晶器中进行连铸，得到

连铸坯；

所述中间包温度1530～1550℃，结晶器拉速1～1.5m/min。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热

连轧机轧钢为将连铸坯在1260℃下加热，加热时间≥150min，将加热后的连铸坯粗轧得到

中间板坯，再将中间板坯经过精轧得到15～20mm钢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精

轧的轧制速度为2.5～3.0m/s，终轧温度控制在820～850℃。

10.根据权利要求8～9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其特

征在于，所述卷取为将层流冷却至590～620℃的精轧钢板进行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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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钢材加工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的形势日益严峻，用户对产品厚度要

求越来越薄，这就意味着钢材应具有超高强韧性、良好的成型性能，以达到产品厚度减薄后

不影响其使用安全性的目标。微合金化能有效改善钢铁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通过在钢中

添加Ti、  Nb、V等元素控制晶粒尺寸，并析出纳米级碳化物，起到析出强化和细晶强化作用。

[0003] 微合金化元素有钛、钒、铌、硼、铝、锆、钽等，微合金化元素与钢中碳、氮、氧及硫等

元素可形成多种化合物,从而对钢的性能产生多种影响。钢的微合金化技术现在正被用于

更加广泛的领域，如中碳非调质钢、钢筋钢、高碳轨钢、耐热工具钢、不锈钢等。这些钢可在

相当低的成本下达到良好的强度、韧性、成型性及焊接性相结合的综合使用性能。微合金钢

目前可用的强度范围是400～600MPa(屈服强度)，广泛应用于桥梁、建筑、船舶、车辆、压力

容器、采油平台、输油管道等各种工程结构。由于上述用途钢材的需求量一般占社会对钢材

总需求量的60％左右，所以微合金钢的应用前景广阔，是现代钢铁工业中的主力产品。

[0004]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铌铁和钒铁的价格比钛铁贵10倍以上，而且有不断升价的趋

势，近年来，低碳含钛钢作为低合金高强度钢，在国内外迅速发展，逐渐得到广泛应用。用钛

代替其它微合金元素是合金化的发展方向之一，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目前的钛微合金

钢材存在钢材淬透性低，低温韧性差，夹杂物含量高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钛微合金

管线钢材淬透性低、低温韧性差、夹杂物含量高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炼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铁水预处理、顶底复吹转

炉、  LF精炼、板坯连铸、热连轧机轧钢、层流冷却和卷取，所述LF精炼工序包括：在钢水依次

加入增碳剂、白灰、脱氧剂、纯钙线、钛、硼、硒，然后进行吹氩气、钢包镇静、排渣，得到精炼

钢水；

[0008] 所述脱氧剂成分包括质量百分数为：10％～30％的Al、5％～20％的CaC2、1％～

5％的Ti、  0.1％～2.0％的膨润土、3.21％～6.03％的SiO2、0.58％～1.32％的FeO、0.39％

～1.01％的MnO、  21.56％～35.96％的CaO、18.19％～26.05％的Al2O3、3.47％～6.32％的

MgO；

[0009] 所述精炼钢水成分质量百分数控制在：0.060％～0.080％C、0.800％～0.950％

Mn、0.120％～  0.200％Si、0.025％～0.045％Al、S≤0.010％、P≤0.015％、N≤0.008％、

0.055％～0.060％Ti、0.015％～  0.020％B、0.050％～0.100％Se，其余为Fe和杂质。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脱氧剂成分质量百分数符合：CaC2≥Ti+M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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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铁水预处理为将铁水倒入铁水包中，扒前渣5～

8min，每吨铁水中加入4.5～8kg脱硫剂，搅拌8～15min，停止搅拌后，扒后渣6～8min，得到

预处理后的铁水。

[0012]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铁水成分质量百分数符合：C含量为4.2％～5.1％、

Mn含量为0.2％～0.5％、S含量≤0.03％、P含量≤0.130％、Si含量为0.25％～0.55％；铁水

温度符合≥1280℃，铁水带渣量≤2cm。

[0013]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顶炉复吹转炉为将预处理后的铁水运入转炉中，然

后向转炉中加入废钢，进行吹炼，制得钢水，钢水温度≥1640℃。

[0014]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LF精炼中吹氩气为在钢包底部安装供气原件，氩气

由管道经底部供气原件吹入钢液；

[0015] 所述钢包镇静为吹氩气结束后将钢包吊至连铸大包回转台上等待开浇，等待的时

间≤10min；

[0016] 所述排渣为钢包镇静后，钢包中的钢液流入中间包中，通过中间包背部的背排渣

口将钢渣排出。

[0017]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板坯连铸为将LF精炼后所得精炼钢水注入中间包

中，经中间包流入结晶器中进行连铸，得到连铸坯；

[0018] 所述中间包温度1530～1550℃，结晶器拉速1～1.5m/min。

[0019]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热连轧机轧钢为将连铸坯在1260℃下加热，加热时

间≥150min，将加热后的连铸坯粗轧得到中间板坯，再将中间板坯经过精轧得到15～20mm

钢板。

[0020]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精轧的轧制速度为2.5～3.0m/s，终轧温度控制在

820～  850℃。

[0021]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卷取为将层流冷却至590～620℃的精轧钢板进行卷

取。

[002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有益效果为：

[0023] 1、本发明中，通过脱氧剂成分的合理配比设计，与特定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

板炼轧工艺，共同作用使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的淬透性J46/49-10以上，屈服强度506

～528MPa，抗拉强度603～630MPa，-30℃下冲击功216～222J，未产生B类夹杂物，D类夹杂物

控制在0.5～1级，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钛微合金管线钢材淬透性低、低温韧性差、夹杂物含量

高的问题。

[0024] 2、本发明中，脱氧剂的成分采用10％～30％的Al、5％～20％的CaC2、1％～5％的

Ti、  0 .1％～2％的膨润土、3.21％～6.03％的SiO2、0.58％～1 .32％的FeO、0 .39％～

1.01％的MnO、  21 .56％～35.96％的CaO、18.19％～26.05％的Al2O3、3.47％～6.32％的

MgO，产生了相互协同增强的作用，提升了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的屈服强度与抗拉强

度，屈服强度在506～  528MPa，抗拉强度在603～637MPa。

[0025] 同时在LF精炼过程中使用成分质量百分数符合CaC2≥Ti+MgO这一条件的脱氧剂，

有效降低了钛微合金管线钢材的夹杂物含量，所制得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中无B类

夹杂物，产生的D类夹杂物控制在0.5级；而使用不满足这一条件的脱氧剂，或者使用中碳锰

铁和铝锭来代替脱氧剂所制得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会产生0.5级B类夹杂物，D类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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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物在1～1.5级，从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低温韧性也有所降低。

[0026] 3、本发明中，精炼钢水满足0.060％～0.080％C，0.800％～0.950％Mn，0.120％～

0.200％Si，  0 .025％～0.045％Al，S≤0.010％，P≤0.015％，N≤0.008％，0.055％～

0.060％Ti，0.015％～0.020％B，  0.050％～0.100％Se，其余为Fe和杂质的条件时，并没有

因为Se元素的加入降低精炼钢水所制得的钛钢淬透性，反而B、Se元素产生了相互协同增强

的作用，与其他成分搭配，共同使得屈服强度及抗拉强度有进一步地提高。

[0027] 4、本发明中，钢液必须用脱氧剂充分脱氧后，才能加入钛，由于钢液粘度大，其中

非金属夹杂不易分离上浮，因此炼钢工序关键点在于炉后深脱氧，出钢过程中加入脱氧剂，

钢包充分搅拌，保证钢液与脱氧剂、合金充分融化，夹杂物上浮，降低钢水中夹杂物含量。

[0028] 5、本发明中通过控制精炼钢水中C含量在0.060％～0.080％，改善了最终制得的

钛微合金管线钢的焊接性能；铁水预处理工序降低了其中的S、P含量，控制在S≤0.010％，P

≤0.015％，降低了最终制得钛钢中的夹杂物含量；添加0.055％～0.060％的钛形成TiN颗

粒，钛的氮化物在较高温度下才能溶解，因而阻止晶粒长大的能力较强，意味着含钛钢可用

较高的加热温度，加热温度越高，使得更多的钛的碳化物溶解，从而导致随后的析出强化，

最终制得的钛微合金管线钢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提高；另外，在轧钢过程中，根据TiC、TiN

的析出特性，将加热炉的均热段温度控制在1260℃，保温时间延长至150min以上；并且控制

精轧的轧制速度和保证终轧温度在820-850℃，达到了细化晶粒，减少较大TiN颗粒析出的

目的；同时将卷曲温度控制在590-620℃，最终提高了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的低温韧

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下述实施例1～5及对比例1～7中吹氩气指在钢包底部安装供气原件，氩气由管道

经底部供气原件吹入钢液；

[0031] 钢包镇静指吹氩气结束后将钢包吊至连铸大包回转台上等待开浇，等待的时间≤

10min；

[0032] 排渣指钢包镇静后，钢包中的钢液流入中间包中，通过中间包背部的背排渣口将

钢渣排出；

[0033] 增碳剂为武汉普东冶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炼钢增碳剂；

[0034] 脱硫剂为武汉新晟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生产的RH精炼脱硫剂；

[0035] 废钢为裕华钢铁厂生产SPHC型号钢时所产生的废钢。

[0036] 下述实施例1～5及对比例1～7中脱氧剂成分见表1，精炼钢水成分见表2。

[0037] 实施例1

[0038] A、将铁水倒入铁水包中，铁水温度1280℃，铁水带渣量2cm，铁水成分质量百分数

符合：C含量为5.1％、Mn含量为0.2％、S含量为0.03％、P含量为0.130％、Si含量为0.55％；

扒前渣5min，将搅拌头插入铁水液面以下1200mm，每吨铁水中加入8kg脱硫剂，搅拌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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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搅拌后，将搅拌头提升至上限后，扒后渣6min，得到预处理后的铁水；

[0039] B、将步骤A中预处理后的铁水运入转炉中，然后向转炉中加入废钢，进行吹炼，制

得钢水，钢水温度为1640℃；其中废钢与铁水的质量比为1：4；

[0040] C、向步骤B中钢水依次加入增碳剂、白灰、脱氧剂、纯钙线、钛、硼、硒，吹氩气，钢包

镇静，排渣，得到精炼钢水；

[0041] D、将步骤C中所得精炼钢水注入中间包中，经中间包流入结晶器中进行连铸，得到

200mm 连铸坯，其中中间包温度1530℃，结晶器拉速1.5m/min；

[0042] E、将步骤D中连铸坯由加热炉加热，均热温度1260℃，总在炉时间200min，将加热

后的连铸坯经过粗轧后得到厚度为35mm中间板坯，再将中间板坯经过7机架精轧机组精轧

得到钢板，轧制速度控制在3.0m/s，终轧温度控制在820℃，精轧后所得钢板厚度20mm。

[0043] F、将步骤E中精轧后所得钢板进行层流冷却，冷却至620℃后进行卷取，制得钛微

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

[0044] 实施例2

[0045] A、将铁水倒入铁水包中，铁水温度1300℃，铁水带渣量1cm，铁水成分质量百分数

符合：C含量为4.8％、Mn含量为0.4％、S含量为0.02％、P含量为0.12％、Si含量为0.25％；扒

前渣8min，将搅拌头插入铁水液面以下1400mm，每吨铁水中加入6kg脱硫剂，搅拌10min，停

止搅拌后，将搅拌头提升至上限后，扒后渣8min，得到预处理后的铁水；

[0046] B、将步骤A中预处理后的铁水运入转炉中，然后向转炉中加入废钢，进行吹炼，制

得钢水，钢水温度为1650℃；其中废钢与铁水的质量比为1：4；

[0047] C、向步骤B中钢水依次加入增碳剂、白灰、脱氧剂、纯钙线、钛、硼、硒，吹氩气，钢包

镇静，排渣，得到精炼钢水；

[0048] D、将步骤C中所得精炼钢水注入中间包中，经中间包流入结晶器中进行连铸，得到

200mm 连铸坯，其中中间包温度1550℃，结晶器拉速1m/min；

[0049] E、将步骤D中连铸坯由加热炉加热，均热温度1260℃，总在炉时间180min，将加热

后的连铸坯经过粗轧后得到厚度为35mm中间板坯，再将中间板坯经过7机架精轧机组精轧

得到钢板，轧制速度控制在2.5m/s，终轧温度控制在850℃，精轧后所得钢板厚度15mm。

[0050] F、将步骤E中精轧后所得钢板进行层流冷却，冷却至600℃后进行卷取，制得钛微

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

[0051] 实施例3

[0052] A、将铁水倒入铁水包中，铁水温度1280℃，铁水带渣量2cm，铁水成分质量百分数

符合：C含量为4.2％、Mn含量为0.3％、S含量为0.028％、P含量为0.124％、Si含量为0.51％；

扒前渣5min，将搅拌头插入铁水液面以下1200mm，每吨铁水中加入4.5kg脱硫剂，搅拌8min，

停止搅拌后，将搅拌头提升至上限后，扒后渣6min，得到预处理后的铁水；

[0053] B、将步骤A中预处理后的铁水运入转炉中，然后向转炉中加入废钢，进行吹炼，制

得钢水，钢水温度为1660℃；其中废钢与铁水的质量比为1：4；

[0054] C、向步骤B中钢水依次加入增碳剂、白灰、脱氧剂、纯钙线、钛、硼、硒，吹氩气，钢包

镇静，排渣，得到精炼钢水；

[0055] D、将步骤C中所得精炼钢水注入中间包中，经中间包流入结晶器中进行连铸，得到 

200mm连铸坯，其中中间包温度1530℃，结晶器拉速1.2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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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E、将步骤D中连铸坯由加热炉加热，均热温度1260℃，总在炉时间160min，将加热

后的连铸坯经过粗轧后得到厚度为35mm中间板坯，再将中间板坯经过7机架精轧机组精轧

得到钢板，轧制速度控制在2.6m/s，终轧温度控制在840℃，精轧后所得钢板厚度18mm。

[0057] F、将步骤E中精轧后所得钢板进行层流冷却，冷却至600℃后进行卷取，制得钛微

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

[0058] 实施例4

[0059] A、将铁水倒入铁水包中，铁水温度1300℃，铁水带渣量1cm，铁水成分质量百分数

符合：C含量为4.8％、Mn含量为0.5％、S含量为0.03％、P含量为0.1％、Si含量为0.5％；扒前

渣6min，将搅拌头插入铁水液面以下1200mm，每吨铁水中加入4.5kg脱硫剂，搅拌15min，停

止搅拌后，将搅拌头提升至上限后，扒后渣6min，得到预处理后的铁水；

[0060] B、将步骤A中预处理后的铁水运入转炉中，然后向转炉中加入废钢，进行吹炼，制

得钢水，钢水温度为1640℃；其中废钢与铁水的质量比为1：4；

[0061] C、向步骤B中钢水依次加入增碳剂、白灰、脱氧剂、纯钙线、钛、硼、硒，吹氩气，钢包

镇静，排渣，得到精炼钢水；

[0062] D、将步骤C中所得精炼钢水注入中间包中，经中间包流入结晶器中进行连铸，得到

200mm 连铸坯，其中中间包温度1540℃，结晶器拉速1.4m/min；

[0063] E、将步骤D中连铸坯由加热炉加热，均热温度1260℃，总在炉时间150min，将加热

后的连铸坯经过粗轧后得到厚度为35mm中间板坯，再将中间板坯经过7机架精轧机组精轧

得到钢板，轧制速度控制在2.7m/s，终轧温度控制在830℃，精轧后所得钢板厚度16mm。

[0064] F、将步骤E中精轧后所得钢板进行层流冷却，冷却至590℃后进行卷取，制得钛微

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

[0065] 实施例5

[0066] A、将铁水倒入铁水包中，铁水温度1280℃，铁水带渣量1cm，铁水成分质量百分数

符合：C含量为4.1％、Mn含量为0.2％、S含量为0.03％、P含量为0.121％、Si含量为0.32％；

扒前渣5min，将搅拌头插入铁水液面以下1200mm，每吨铁水中加入8kg脱硫剂，搅拌12min，

停止搅拌后，将搅拌头提升至上限后，扒后渣6min，得到预处理后的铁水；

[0067] B、将步骤A中预处理后的铁水运入转炉中，然后向转炉中加入废钢，进行吹炼，制

得钢水，钢水温度为1640℃；其中废钢与铁水的质量比为1：4；

[0068] C、向步骤B中钢水依次加入增碳剂、白灰、脱氧剂、纯钙线、钛、硼、硒，吹氩气，钢包

镇静，排渣，得到精炼钢水；

[0069] D、将步骤C中所得精炼钢水注入中间包中，经中间包流入结晶器中进行连铸，得到

200mm 连铸坯，其中中间包温度1530℃，结晶器拉速1.5m/min；

[0070] E、将步骤D中连铸坯由加热炉加热，均热温度1260℃，总在炉时间160min，将加热

后的连铸坯经过粗轧后得到厚度为35mm中间板坯，再将中间板坯经过7机架精轧机组精轧

得到钢板，轧制速度控制在2.9m/s，终轧温度控制在830℃，精轧后所得钢板厚度15mm。

[0071] F、将步骤E中精轧后所得钢板进行层流冷却，冷却至610℃后进行卷取，制得钛微

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

[0072] 对比例1

[0073] 与实施例2相比，区别仅在于，对比例1在步骤C中采用中碳锰铁、铝锭替代脱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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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步骤与实施例2相同。

[0074] 对比例2

[0075] 与实施例2相比，区别仅在于，对比例2在步骤C中未添加硒，精炼钢水成分见表2；

[0076] 其余步骤与实施例2相同。

[0077] 对比例3

[0078] 与实施例2相比，区别仅在于，对比例3在步骤C中未添加硼，精炼钢水成分见表2；

[0079] 其余步骤与实施例2相同。

[0080] 对比例4

[0081] 与实施例2相比，区别仅在于，对比例4在步骤C中未添加硒和硼，精炼钢水成分见

表2；

[0082] 其余步骤与实施例2相同。

[0083] 对比例5

[0084] 与实施例2相比，区别在于，对比例5在步骤E中终轧温度控制在780℃，步骤F中精

轧后所得钢板冷却至570℃后进行卷取；

[0085] 其余步骤与实施例2相同。

[0086] 对比例6

[0087] 与实施例2相比，区别在于，对比例6在步骤E中终轧温度控制在880℃，步骤F中精

轧后所得钢板冷却至650℃后进行卷取；

[0088] 其余步骤与实施例2相同。

[0089] 表1脱氧剂成分质量百分数％

[0090]

[0091]

[0092] 表2精炼钢水成分质量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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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0094] 测试实验

[0095] 1、淬透性检测

[0096] 采用GB/T  225-2006中Jominy试验，结果见表3。

[0097] 2、屈服强度检测

[0098] 采用GB/T  31922-2015中的屈服强度测试方法，结果见表3。

[0099] 3、抗拉强度检测

[0100] 采用GB/T  34219-2017进行抗拉强度测试，结果见表3。

[0101] 4、低温韧性检测

[0102] 采用GB  4159-1984中的金属低温夏比冲击实验方法，实验温度为-30℃，以“冲击

功”表示低温韧性，结果见表3。

[0103] 5、夹杂物检测

[0104] 采用GB/T  30834-2014中的扫描电镜法进行测试，结果见表3。

[0105] 表3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力学性能及夹杂物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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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0108] 由表3可知，实施例1-5制备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的淬透性J46/49-10以上，

屈服强度506～528MPa，抗拉强度603～630MPa，-30℃下冲击功216～222J，未产生B类夹杂

物，  D类夹杂物控制在0.5～1级，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钛微合金管线钢材淬透性低、低温韧性

差、夹杂物含量高的问题。

[0109] 其中，实施例1～3及实施例5中脱氧剂中符合CaC2≥Ti+MgO这一条件，所制得的钛

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的屈服强度为523～528MPa，抗拉强度为630～637MPa，D类夹杂物控

制在0.5级，而实施例4脱氧剂中CaC2＜Ti+MgO，与实施例1～3及实施例5相比，实施例  4制

备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明显降低，D类夹杂物为1级，可见本发明

中脱氧剂满足CaC2≥Ti+MgO这一条件，提高了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的屈服强度、抗拉

强度，同时减少了D类夹杂物含量。

[0110] 实施例1～5中采用本发明中的脱氧剂进行LF精炼，制备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

板屈服强度506～528MPa，抗拉强度603～630MPa，-30℃下冲击功216～222J，未产生B类夹

杂物，D类夹杂物控制在0.5～1级，而对比例1中采用中碳锰铁、铝锭来代替脱氧剂进行LF 

精炼，所制得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低温韧性均降低，B类夹杂物

和D类夹杂物的含量增多，可见本发明中脱氧剂脱氧效果优于中碳锰铁、铝锭的脱氧效果，

采用本发明中的脱氧剂，可以减少B类夹杂物和D类夹杂物的产生，同时改善屈服强度、抗拉

强度和低温韧性。

[0111] 将实施例1～5及对比例2～4进行比较，对比例4中在LF精炼过程中未添加B、Se，制

得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淬透性为J42/46-10，屈服强度为486MPa，抗拉强度为

576MPa，对比例3中在LF精炼过程中添加了Se，与对比例4相比，对比例3制得的钛微合金管

线钢热轧卷板淬透性降低；对比例2中在LF精炼过程中添加了B，与对比例4相比，对比例2 

制得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淬透性提高，屈服强度提高了16MPa，抗拉强度提高了

8MPa；而实施例2中同时添加了B、Se，与对比例4相比，实施例2制得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

卷板屈服强度提高了20～42MPa，抗拉强度提高了27～61MPa，淬透性并未降低，可见本发明

中精炼钢水中的B、Se及其他成分产生了相互协同增强的作用，共同提高了钛微合金管线钢

热轧卷板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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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实施例1～5中，精轧的终轧温度控制在820～850℃，层流冷却温度控制在590～

620℃，所制得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在-30℃下冲击功在216～222J，而对比例5中的

精轧的终轧温度＜820℃，层流冷却温度＜590℃，所制得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在-30

℃下冲击功为196J，对比例6中的精轧的终轧温度＞820℃，层流冷却温度＞590℃，所制得

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在-30℃下冲击功为199J，与实施例1～5相比，对比例5和对比

例6所制得的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的低温韧性明显降低，可见本发明中，控制终轧温度

在820～  850℃，层流冷却温度在590～620℃，改善了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卷板的低温韧

性。分析原因是保证终轧温度在820～850℃可以细化晶粒、减少较大TiN颗粒析出，将层流

冷却温度控制在590～620℃，可以保证TiC、TiN的析出强化，从而提高钛微合金管线钢热轧

卷板的低温韧性。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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