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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及其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强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

及其生产方法，该盘条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如

下：C：0.80％～0.85％、Si：0.15％～0.35％、Mn：

0.60％～0.90％、P：≤0.025％、S：≤0.015％、

Cr：0.15％～0.25％、Ni：0.15％～0.25％、Cu：

0.20％～0.30％，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

素。方法：铁水预处理－转炉冶炼－LF炉精炼－

方坯连铸－方坯连轧－钢坯清理－加热－轧

制－控冷－精整－检查－入库；采用本发明生产

的盘条在(96h 23℃)5％NaCl溶液全浸腐蚀试验

条件下，腐蚀速度低于82B钢绞线用盘条腐蚀速

率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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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盘条的成分按重量百分

比计如下：C：0.80％～0.85％、Si：0.15％～0.35％、Mn：0.60％～0.90％、P：≤0.025％、S：

≤0.015％、Cr：0.15％～0.25％、Ni：0.15％～0.25％、Cu：0.20％～0.30％，其余为Fe和不

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所述的高强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的生产方法，包括括铁水预处理－转炉冶炼－LF炉精

炼－方坯连铸－方坯连轧－钢坯清理－加热－轧制－控冷－精整－检查－入库，

(1)连铸：断面尺寸为(250－350)*(350－450)mm的大方坯，过热度不大于30℃，结晶器

电磁搅拌+凝固末端电磁搅拌，结晶器电磁搅拌电流强度为400A－500A，凝固末端电磁搅拌

电流强度为400A－600A；

(2)方坯连轧、钢坯清理：将大方坯加热并轧制成100－200mm尺寸的方坯，并保证钢坯

表面无缺陷；

(3)加热：将钢坯加热到1020℃～1070℃，保温100分钟～150分钟，通条温差≤30℃；

(4)轧制：控制开轧温度为930℃～980℃，精轧入口温度为880℃～930℃，减定径入口

温度880℃～930℃，吐丝温度850℃～880℃；

(5)控冷：斯太尔摩风冷线冷却方式：控制盘条在珠光体相变前的冷速为10℃/s～12

℃/s，珠光体相变温度控制在620℃～670℃，相变时冷速控制在1℃/s～2.5℃/s，相变后加

大冷却速度，将冷却速度控制在6℃/s～9℃/s，到500℃以后自然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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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钢铁冶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强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及其生产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高速铁路、公路的桥梁建设中，预应力梁体以其自重轻、跨度大、行车舒适、节约

钢材和混凝土、耐久性好等诸多优点得到了普遍应用。但是，由于设备、人员、材料工艺等非

精细化施工因素，造成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系列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失效事故，其中

预应力钢绞线锈蚀引起的破坏占绝大多数，从而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已引起了世界各国学

者和工程界的关注。

[0003] 预应力钢绞线锈蚀，直接影响到桥梁等工程的服役时间。虽然采用镀锌、环氧树脂

等方法可以减缓锈蚀程度，但成本太高、并仍有一些质量问题，因此未能得到广泛应用。要

彻底解决预应力钢绞线锈蚀问题，必须从源头着手，优化钢绞线用材料，提高钢绞线材料的

耐腐蚀性能。

[0004] 《一种高强度预应力钢丝用82B盘条的生产工艺及其盘条》(CN102876983B)：发明

中公开了盘条的化学成分中Cr：0.20～0.24％、Ni：≤0.10％、Cu：≤0.05％；生产工序：原

料、冶炼、连铸、加热、控温轧制、吐丝成卷、控冷、后处理得到盘条。该发明使用Cr、V提高盘

条强度和塑性，未加入Ni元素，也未涉及盘条的腐蚀性能。

[0005] 《一种小规格高Cr的82B盘条轧后控制冷却方法》(CN104001741A)，发明中公开了

一种小规格 Cr含量范围为0.30～0 .40％、钢坯截面尺寸范围为100mm×

100mm～260mm×260mm的82B盘条轧后控制冷却方法。该发明适用于 小规格盘

条，并且未涉及盘条的化学成分设计和耐腐蚀能力。

[0006] 《一种82B钢绞线钢的生产方法》(CN102211159B)，发明中公开的生产方法采用转

炉冶炼－LF精炼－RH精炼－大方坯连铸的工艺生产82B钢，钢中Cr含量为0.015～0.22％，

采用连铸动态轻压下技术，实现82B盘条成分、质量满足标准要求。该发明只提及82B钢绞线

的炼钢生产工艺，未涉及后期的轧制工艺，并且也没有提出相关的耐腐蚀能力。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问题和不足而提供一种高强度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

成分的合理设计、连铸连轧、控轧控冷，在高线轧机上生产高强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的方

法。使用本发明，获得的盘条腐蚀速率，低于82B钢绞线用盘条腐蚀速率的70％。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9] 一种高强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该盘条的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如下：C：0.80％～

0.85％、Si：0.15％～0.35％、Mn：0.60％～0.90％、P：≤0.025％、S：≤0.015％、Cr：0.15％

～0.25％、Ni：0.15％～0.25％、Cu：0.20％～0.30％，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0010] 本发明成分设计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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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C：C是钢中固溶强化作用最明显的元素，随C含量增加，钢的强度、硬度上升，塑性、

韧性下降，因此C的范围为C：0.80％～0.85％；

[0012] Si：Si是铁素体固溶强化元素，但Si含量过高，不利于冷加工塑性变形，故Si的范

围为0.15％～0.35％；

[0013] Mn：Mn起固溶强化和细晶强化的作用，并推迟珠光体和铁素体转变，提高钢的强度

和加工硬化性能。故Mn的范围为0.60％～0.90％；

[0014] P、S：P易引起钢的冷脆，是对钢材性能不利的一面；但是，P是合金元素中提高耐腐

蚀性能最有效的元素，因此，将P元素控制在≤0.025，益于提高钢材的耐腐蚀性能。S在钢中

易生成MnS，引起热脆，故要求S含量越少越好。

[0015] Cr：通过加入适量的Cr，能得到适合拉拔的珠光体片层间距，提高盘条的抗拉强

度，改善盘条的塑性和拉拔性能，并提高耐腐蚀性能。故Cr的成分范围为0.15％～0.25％；

[0016] Ni：Ni是奥氏体形成元素，与铬配合改善钢的高温抗氧化、应力腐蚀能力，提高可

塑性、可焊接性和韧性等。故Ni的成分范围为0.15％～0.25％；

[0017] Cu：Cu能显著改变钢的抗大气腐蚀性能，使钢表面的锈层致密并提高附着性，Cu与

P，Cr的配合使用可以促进表面钝化膜的形成，降低钢基体的腐蚀诱发敏感性，提高钢材的

耐蚀性能。故Cu的成分设计为0.20％～0.30％；

[0018] 本发明综合考虑了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生产成本、力学性能、拉拔成型性能、耐腐

蚀能力基础之上，进行了上述的成分设计。

[0019] 一种高强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的生产方法，包括铁水预处理－转炉冶炼－LF炉精

炼－方坯连铸－方坯连轧－钢坯清理－加热－轧制－控冷－精整－检查－入库；本发明轧

制规格适用于 盘条，

[0020] (1)连铸：断面尺寸为(250－350)*(350－450)mm的大方坯，过热度不大于30℃，结

晶器电磁搅拌+凝固末端电磁搅拌，结晶器电磁搅拌电流强度为400A－500A，凝固末端电磁

搅拌电流强度为400A－600A，改善连铸坯内部偏析、缩孔、疏松、非金属夹杂物等缺陷，提高

铸坯的质量和合格率。

[0021] (2)方坯连轧、钢坯清理：将大方坯加热并轧制成100mm－200mm尺寸的方坯，并对

钢坯进行探伤，表面有裂纹、划伤等缺陷位置进行修磨，保证钢坯表面无缺陷。

[0022] (3)加热：将钢坯加热到1020℃～1070℃，保温100分钟～150分钟，通条温差≤30

℃，有利于钢坯内部应力释放、微合金元素固溶强化等作用，避免盘条出现脱碳等表面缺

陷；

[0023] (4)轧制：控制开轧温度为930℃～980℃，精轧入口温度为880℃～930℃，减定径

入口温度880℃～930℃，吐丝温度850℃～880℃，通过控制轧制温度，控制盘条晶粒度；

[0024] (5)控冷：采用斯太尔摩风冷线冷却方式：控制盘条在珠光体相变前的冷速为10

℃/s～12℃/s，珠光体相变温度控制在620℃～670℃，相变时冷速控制在1℃/s～2.5℃/s，

相变后加大冷却速度，将冷却速度控制在6℃/s～9℃/s，到500℃以后自然冷却；通过强冷、

弱冷、强冷的冷速控制方法，完成盘条的珠光体相变，获得需要的组织和力学性能，避免出

现不利于拉拔的马氏体等异常组织。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中盘条的化学成分含有适量的Cr、Ni、Cu元素，提

高了盘条的强度和塑性，并有效提高了盘条的耐腐蚀能力，通过炼钢、轧制的控制工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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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学性能、拉拔成型性能、耐腐蚀能力等使用性能优异的盘条。

[0026] 本发明轧制生产的 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抗拉强度为1150MPa～

1250MPa、延伸率为10％～16％、面缩率为18％～32％，强度和塑性好，有利于拉拔变形。在

(96h  23℃)5％NaCl溶液全浸腐蚀试验条件下，本发明盘条的腐蚀速度低于82B钢绞线用盘

条腐蚀速率的70％。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8] 本发明实施例根据技术方案的组分配比，进行铁水预处理－转炉冶炼－LF炉精

炼－方坯连铸－方坯连轧－钢坯清理－加热－轧制－控冷－精整－检查－入库。本发明实

施例盘条和对比例82B的成分见表1。本发明实施例盘条和对比例82B的力学和耐腐蚀性能

见表2。

[0029] 表1本发明实施例盘条和对比例82B的成分

[0030]

[0031] 实施一：

[0032] 依据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发明成分进行冶炼，然后浇注成断面尺寸为280*380mm

的大方坯，过热度28℃，结晶器电磁搅拌电流强度为400A，凝固末端电磁搅拌电流强度为

500A。将280*380mm的大方坯加热并轧制成断面为155*155mm尺寸的钢坯，而后钢坯进行探

伤，对表面缺陷位置进行修磨。

[0033] 经过上述工艺后，得到合格的钢坯。使用合格的钢坯在高速线材轧机上

[0034] 轧制 盘条，轧制工艺如下：将钢坯加热到1025℃，保温105分钟，通条温差

26℃；控制开轧温度为950℃，精轧入口温度为900℃，减定径入口温度890℃，吐丝温度870

℃；以11℃/s冷速冷却到635℃，然后控制冷速为2.5℃/s进行珠光体相变，珠光体相变温度

控制在620～670℃，相变后加大冷却速度，将冷却速度控制在9℃/s，到约500℃以后自然冷

却结束。

[0035] 实施二：

[0036] 依据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发明成分进行冶炼，然后浇注成断面尺寸为280*380mm

的大方坯，过热度26℃，结晶器电磁搅拌电流强度为400A，凝固末端电磁搅拌电流强度为

500A。将280*380mm的大方坯加热并轧制成断面为155*155mm尺寸的钢坯，而后钢坯进行探

伤，对表面缺陷位置进行修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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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经过上述工艺后，得到合格的钢坯。使用合格的钢坯在高速线材轧机上

[0038] 轧制 盘条，轧制工艺如下：将钢坯加热到1040℃，保温115分钟，

[0039] 通条温差27℃；控制开轧温度为950℃，精轧入口温度为915℃，减定径入口温度

900℃，吐丝温度870℃；以11℃/s冷速冷却到655℃，然后控制冷速为2℃/s进行珠光体相

变，珠光体相变温度控制在620～670℃，相变后加大冷却速度，将冷却速度控制在7.5℃/s，

到约500℃以后自然冷却。

[0040] 实施三：

[0041] 依据耐腐蚀钢绞线用盘条发明成分进行冶炼，然后浇注成断面尺寸为280*380mm

的大方坯，过热度29℃，结晶器电磁搅拌电流强度为500A，凝固末端电磁搅拌电流强度为

450A。将280*380mm的大方坯加热并轧制成断面为155*155mm尺寸的钢坯，而后钢坯进行探

伤，对表面缺陷位置进行修磨。

[0042] 经过上述工艺后，得到合格的钢坯。使用合格的钢坯在高速线材轧机上

[0043] 轧制 盘条，轧制工艺如下：将钢坯加热到1040℃，保温100分钟，通条温差

28℃；控制开轧温度为970℃，精轧入口温度为920℃，减定径入口温度910℃，吐丝温度880

℃；以11℃/s冷速冷却到655℃，然后控制冷速为2℃/s进行珠光体相变，珠光体相变温度控

制在620～670℃，相变后加大冷却速度，将冷却速度控制在8.5℃/s，到约500℃以后自然冷

却。

[0044] 表2本发明实施例盘条和对比例82B的力学和耐腐蚀性能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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