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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及其

制备方法，所述高淬透性指淬硬层深度≥200mm

且硬度≥45HRC，高强度指抗拉强度≥1000MPa，

通过优化合金成分及其含量以便利用淬火+奥氏

体逆相变退火的热处理工艺进行组织调控，能够

制备出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从而有利于解

决大截面中锰锻钢在淬透性、强度和成本三方面

不可兼得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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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化学元素及其wt%含

量：C=0.10～0.25，Si=0.10～0.20，Mn=5.0～9.9，Al=0.02～0.05，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

杂质，所述不可避免的杂质包括P≤0.010，S≤0.001；

所述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通过淬火+奥氏体逆相变退火的热处理工艺进行组织调

控后的淬硬层深度≥200mm且硬度≥45HRC，抗拉强度≥1000MPa；

大截面盘件直径在800～1000mm；

所述热处理工艺包括将大截面盘件缓慢加热到850～880℃，保温1～2h后空冷至室温；

将淬火后的大截面盘件在450～650℃退火，保温4～10h空冷至室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淬透性

高强度中锰锻钢的钢号为10  Mn5或者16Mn6或者20Mn7或者20  Mn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其特征在于，所述10  Mn5中

C=0.10～0.12，Mn=5.0～5.5。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其特征在于，所述16Mn6中C

=0.14～0.17，Mn=6.0～6.7。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其特征在于，所述20Mn7中C

=0.18～0.20，Mn=7.0～7.9；所述20  Mn9中C=0.18～0.20，Mn=9.0～9.9。

6.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5之一所述的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按照中锰锻钢化学成分配备原料；步骤2，将所述原料输入

真空感应炉冶炼出电极锭；步骤3，将所述电极锭输入电渣重熔炉冶炼出电渣锭；步骤4，将

所述电渣锭锻造成大截面盘件；步骤5，对所述大截面盘件执行淬火+奥氏体逆相变退火的

热处理工艺，使所述大截面盘件的淬硬层深度≥200mm且硬度≥45HRC，抗拉强度≥

1000MPa；

所述热处理工艺包括将大截面盘件缓慢加热到850～880℃，保温1～2h后空冷至室温；

将淬火后的大截面盘件在450～650℃退火，保温4～10h空冷至室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2中的电极锭和所述步骤3中的电渣锭均包括切除冒口并修磨去掉氧化皮。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4中的锻造采用以下方式：所述电渣锭在1220～1240℃保温8h后进行锻造，终锻温度

不低于900℃，然后埋砂冷却，最终锻成大截面盘件，大截面盘件直径在800～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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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先进高强钢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及其制

备方法，特别涉及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及其制备方法，所述高淬透性指淬

硬层深度≥200mm且硬度≥45HRC，高强度指抗拉强度≥1000MPa，通过优化合金成分及其含

量以便利用淬火+奥氏体逆相变退火的热处理工艺进行组织调控，能够制备出高淬透性高

强度中锰锻钢，从而有利于解决大截面中锰锻钢在淬透性、强度和成本三方面不可兼得的

难题。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环境保护的日益加强和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轻量化已成为各行业的发展趋

势，尤其是海洋工程、矿山机械等领域。通常来说，通过添加合金元素提高钢的强度来达到

减重的需求，然而，对于工程机械用钢而言，大截面的机械零件还需兼顾组织不均匀导致局

部大变形而造成失稳的可能性。因此，开发具有高淬透性、高强度、低成本的大截面锻钢对

工程机械用钢的轻量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003] 中锰钢以其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和低廉的生产成本被广泛应用在汽车工业领域。

而且中锰钢的淬透性较高，所以能够满足工程机械用钢对强度、淬透性、成本的同时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提供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

锻钢及其制备方法，所述高淬透性指淬硬层深度≥200mm且硬度≥45HRC，高强度指抗拉强

度≥1000MPa，通过优化合金成分及其含量以便利用淬火+奥氏体逆相变退火的热处理工艺

进行组织调控，能够制备出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从而有利于解决大截面中锰锻钢在

淬透性、强度和成本三方面不可兼得的难题。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化学元素及其wt％

含量：C＝0.10～0.25，Si＝0.10～0.20，Mn＝5.0～9.9，Al＝0.02～0.05，余量为Fe和不可

避免的杂质，所述不可避免的杂质包括P≤0.010，S≤0.001。

[0007] 所述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的钢号为10Mn5或者16Mn6或者20Mn7或者20Mn9。

[0008] 所述10Mn5中C＝0.10～0.12，Mn＝5.0～5.5。

[0009] 所述16Mn6中C＝0.14～0.17，Mn＝6.0～6.7。

[0010] 所述20Mn7中C＝0.18～0.20，Mn＝7.0～7.9。

[0011] 所述20Mn9中C＝0.18～0.20，Mn＝9.0～9.9。

[0012] 所述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通过淬火+奥氏体逆相变退火的热处理工艺进行组

织调控后的淬硬层深度≥200mm且硬度≥45HRC，抗拉强度≥1000MPa，。

[0013] 一种上述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步骤1，按照中锰锻钢化学成分配备原料；步骤2，将所述原料输入真空感应炉冶炼出电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3462956 B

3



极锭；步骤3，将所述电极锭输入电渣重熔炉冶炼出电渣锭；步骤4，将所述电渣锭锻造成大

截面盘件；步骤5，对所述大截面盘件执行淬火+奥氏体逆相变退火的热处理工艺，使所述大

截面盘件的淬硬层深度≥200mm且硬度≥45HRC，抗拉强度≥1000MPa。

[0014] 所述步骤2中的电极锭和所述步骤3中的电渣锭均包括切除冒口并修磨去掉氧化

皮。

[0015] 所述步骤4中的锻造采用以下方式：所述电渣锭在1220～1240℃保温8h后进行锻

造，终锻温度不低于900℃，然后埋砂冷却，最终锻成大截面盘件，大截面盘件直径在800～

1000mm。

[0016] 所述步骤5中的热处理工艺包括将大截面盘件缓慢加热到850～880℃，保温1～2h

后空冷至室温；将淬火后的大截面盘件在450～650℃退火，保温4～10h空冷至室温。

[0017] 本发明技术效果如下：本发明一种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及其制备方

法，通过优化的合金成分和淬火+ART退火热处理工艺设计(ART，Austenite  reverse 

transformation，奥氏体逆相变)，对马氏体、奥氏体和铁素体各相含量的精准调控。利用

ART退火控制各相中C、Mn元素含量的分配，提高逆转变奥氏体的稳定性，增强变形过程中的

相变诱导塑性效应，实现强度与塑性的同时提高，能够提供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

钢。

[0018] 本发明的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及其制备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

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对C、Mn元素含量的优化设计，使大截面高强度中锰锻钢的淬透性

未见下降趋势。并利用淬火+ART退火的热处理工艺，制备出大截面(盘件直径在800～

1000mm)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从而解决了工程机械用钢在淬透性、强度和成本三方面

不可兼得的难题。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实施本发明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钢号为16Mn6)的淬透性

曲线图。图1中纵坐标为硬度HRC(洛氏硬度)，10‑20‑30‑40‑50‑60；横坐标为端淬距离mm，

10‑20‑30‑40‑50。图1中淬透性曲线显示16Mn6的淬硬层深度为50mm，最高硬度为49HRC。

[0020] 图2是实施本发明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钢号为16Mn6)的工程应

力应变曲线图。图2中纵坐标为工程应力MPa，500‑1000‑1500；横坐标为工程应变％，5‑10‑

15‑20‑25。图2中工程应力应变曲线显示16Mn6的抗拉强度为1125MPa。

[0021] 图3是实施本发明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钢号为20Mn7)的淬透性

曲线图。图3中纵坐标为硬度HRC(洛氏硬度)，10‑20‑30‑40‑50‑60；横坐标为端淬距离mm，

10‑20‑30‑40‑50。图3中淬透性曲线显示20Mn7的淬硬层深度为50mm，最高硬度为51HRC。

[0022] 图4是实施本发明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钢号为20Mn7)的工程应

力应变曲线图。图4中纵坐标为工程应力MPa，500‑1000‑1500‑2000；横坐标为工程应变％，

5‑10‑15‑20‑25。图4中工程应力应变曲线显示20Mn7的抗拉强度为1450MPa。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图1‑图4)对本发明进行说明。

[0024] 图1是实施本发明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钢号为16Mn6)的淬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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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图。图2是实施本发明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钢号为16Mn6)的工程应力

应变曲线图。图3是实施本发明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钢号为20Mn7)的淬透

性曲线图。图4是实施本发明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钢号为20Mn7)的工程应

力应变曲线图。参考图1至图4所示，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包括以下化学元

素及其wt％含量：C＝0.10～0.25，Si＝0.10～0.20，Mn＝5.0～9.9，Al＝0.02～0.05，余量

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不可避免的杂质包括P≤0.010，S≤0.001。所述高淬透性高强

度中锰锻钢的钢号为10Mn5或者16Mn6或者20Mn7或者20Mn9。所述10Mn5中C＝0.10～0.12，

Mn＝5.0～5.5。所述16Mn6中C＝0.14～0.17，Mn＝6.0～6.7。所述20Mn7中C＝0.18～0.20，

Mn＝7.0～7.9；所述20Mn9中C＝0.18～0.20，Mn＝9.0～9.9。所述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

通过淬火+奥氏体逆相变退火的热处理工艺进行组织调控后的淬硬层深度≥200mm且硬度

≥45HRC，抗拉强度≥1000MPa。

[0025] 一种上述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按

照中锰锻钢化学成分配备原料；步骤2，将所述原料输入真空感应炉冶炼出电极锭；步骤3，

将所述电极锭输入电渣重熔炉冶炼出电渣锭；步骤4，将所述电渣锭锻造成大截面盘件；步

骤5，对所述大截面盘件执行淬火+奥氏体逆相变退火的热处理工艺，使所述大截面盘件的

淬硬层深度≥200mm且硬度≥45HRC，抗拉强度≥1000MPa。所述步骤2中的电极锭和所述步

骤3中的电渣锭均包括切除冒口并修磨去掉氧化皮。所述步骤4中的锻造采用以下方式：所

述电渣锭在1220～1240℃保温8h后进行锻造，终锻温度不低于900℃，然后埋砂冷却，最终

锻成大截面盘件，大截面盘件直径在800～1000mm。所述步骤5中的热处理工艺包括将大截

面盘件缓慢加热到850～880℃，保温1～2h后空冷至室温；将淬火后的大截面盘件在450～

650℃退火，保温4～10h空冷至室温。

[0026] 本发明提供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及其制备方法，通过合理的合金

成分设计，利用淬火和奥氏体逆相变(Austenite  reverse  transformation，ART)退火工艺

进行组织调控，从而获得淬硬层深度≥200mm且硬度≥45HRC，抗拉强度≥1000MPa的大截面

中锰锻钢盘件，适用于工程机械用钢。

[0027] 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化学成分百分数为C：0.10～0.25％，Si：

0.10～0.20％，Mn：5.0～9.9％，Al：0.02～0.05％，P：≤0.010％，S：≤0.001％，余量为Fe和

不可避免的杂质。

[0028] 本发明的中锰锻钢中各合金成分作用如下：

[0029] C：是提高强度的必要元素，也是提高奥氏体稳定性的元素之一，从经济性和产品

性能角度考虑，本发明将C含量控制在0.10～0.25％

[0030] Si：在炼钢过程中作为脱氧剂加入，固溶于基体中的Si会提高强度，因此,本发明

中的Si含量控制在0.10～0.20％。

[0031] Mn：是使强度和韧性提高的必要元素，也是提高奥氏体稳定性的元素之一，Mn含量

的增加，推迟了铁素体与珠光体转变、贝氏体转变，降低了马氏体转变的温度点和临界冷却

速度，提高了钢的淬透性。因此，本发明将Mn含量控制为5.0％～9.9％。

[0032] Al：在钢中作为脱氧元素加入，还能够提高钢的热变形能力，通过动态再结晶使奥

氏体晶粒细化，本发明中的Al含量控制在0.02～0.05％。

[0033] P：在钢液凝固时会形成微观偏析，然后在奥氏体化温度加热时偏聚在晶界，使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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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脆性显著增大。本发明中P的含量控制在0.010％以下。

[0034] S：钢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会形成硫化物夹杂，成为裂纹源，因此，本发明将控制S含

量≤0.001％。

[0035] 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的制备方法，包括冶炼、锻造、淬火+ART退

火，具体步骤如下：

[0036] (1)冶炼：按照本发明的成分范围通过真空感应炉和电渣重熔炉进行冶炼制成钢

锭，切除冒口并修磨去掉氧化皮；

[0037] (2)锻造：钢锭在1230℃保温8h后进行锻造，终锻温度不低于900℃，然后埋砂冷

却，最终锻成大截面盘件，大截面盘件直径在800～1000mm；

[0038] (3)淬火+ART退火：将大截面盘件缓慢加热到850～880℃，保温1～2h后空冷至室

温；将淬火后的大截面盘件在450～650℃退火，保温4～10h空冷至室温。

[0039] 本发明的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的淬硬层深度≥200mm且硬度≥45HRC，

抗拉强度≥1000MPa。

[0040] 实施例1：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所述钢的化学成分按质量百分比

分别为：C：0.16％，Si：0.15％，Mn：6.5％，Al：0.02％，P：0.009％，S：0.0007％，余量为Fe和

不可避免的杂质。采用真空感应炉和电渣重熔炉按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的成分

配比冶炼浇铸获得钢锭。将钢锭在1230℃保温8h后锻造成大截面盘件，大截面盘件尺寸为

，终锻温度900℃，然后埋砂冷却至室温。对大截面盘件按GB/T  225‑2006国家

标准取样加工端淬试样，淬透性曲线如图1所示，其淬硬层深度为200mm，最高硬度为49HRC。

将大截面盘件于850℃保温1h后空冷至室温，再次加热于450℃保温4h后空冷至室温。将热

处理后的大截面盘件按GB/T  228‑2010标准取样加工成拉伸试样，工程应力应变曲线如图2

所示，其抗拉强度为1125MPa。

[0041] 实施例2：一种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所述钢的化学成分按质量百分比

分别为：C：0.19％，Si：0.15％，Mn：7.6％，Al：0.02％，P：0.009％，S：0.0007％，余量为Fe和

不可避免的杂质。采用真空感应炉和电渣重熔炉按大截面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的成分

配比冶炼浇铸获得钢锭。将钢锭在1230℃保温8h后锻造成大截面盘件，大截面盘件尺寸为

，终锻温度900℃，然后埋砂冷却至室温。对大截面盘件按GB/T  225‑2006国家

标准取样加工端淬试样，淬透性曲线如图3所示，其淬硬层深度为200mm，最高硬度为51HRC。

将大截面盘件于850℃保温1h后空冷至室温，再次加热于400℃保温4h后空冷至室温。将热

处理后的大截面盘件按GB/T  228‑2010标准取样加工成拉伸试样，应力‑应变曲线如图4所

示，其抗拉强度为1450MPa。

[0042] 实施例结果表明，本发明方法以低成本高淬透性高强度中锰锻钢，结合淬火+ART

退火的热处理工艺，制备出大截面中锰锻钢同时具有高淬透性、高强度、低成本三个方面优

势。

[0043] 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在此

指明，以上叙述有助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本发明创造，但并非限制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

围。任何没有脱离本发明创造实质内容的对以上叙述的等同替换、修饰改进和/或删繁从简

而进行的实施，均落入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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