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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低合金铸钢及其冶炼方法、热处

理方法和铁路机车零部件，属于合金钢技术领

域。本发明公开的低合金铸钢的各组分及其相对

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的重量百分比为：碳

0 .23%～0 .28%、硅0 .20%～0 .40%、锰0 .80%～

1 .00%、磷≤0 .020%、硫≤0 .020%、铬0 .45%～

0 .55%、镍0.50%～0 .60%、钼0.15%～0 .25%、铝

0.02%～0.06%，以及钨0.02%～0.10%、铌0.01%～

0.05%，且必须满足0.04%≤钨+铌≤0.12%；以及

余量为铁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元素。本发明的低合

金铸钢含有按一定配比使用的钨和铌，在经过热

处理后，可以作为E级钢使用，并且，具有优越的

可焊性、良好的塑性和冲击韧性，且机械性能稳

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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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各组分及其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的重量百分

比为：

碳0.23%～0.28%、硅0.20%～0.40%、锰0.80%～1 .00%、磷≤0.020%、硫≤0.020%、铬

0.45%～0.55%、镍0.50%～0.60%、钼0.15%～0.25%、铝0.02%～0.06%，以及钨0.02%～0.10%、

铌0.01%～0.05%，且必须满足0.04%  ≤钨+铌≤0.12%；以及余量为铁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元

素。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碳的重

量百分比为0.24%～0.27%。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硅的重

量百分比为0.29%～0.36%。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锰的重

量百分比为0.89%～1.0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铬的重

量百分比为0.49%～0.53%。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镍的重

量百分比为0.52%～0.58%。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钼的重

量百分比为0.15%～0.22%。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铝的重

量百分比为0.03%～0.05%。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铌的重

量百分比为0.01%～0.04%，或者0.02%～0.05%。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钨的重

量百分比为0.04%～0.09%。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合金铸钢的碳当量CE在0.55%

～0.73%之间，所述碳当量CE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CE=C+(Mn+Si)/6+(Cr+Mo+V)/5+(Ni+Cu)/15

其中，C表示碳的重量百分比，Mn表示锰的重量百分比，Si表示硅的重量百分比，Cr表示

铬的重量百分比，Mo表示钼的重量百分比，V表示钒的重量百分比，Ni表示镍的重量百分比，

Cu表示铜的重量百分比。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所述碳当量CE在0.63%～0.66%之

间。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合金铸钢经过正火处理和调

质处理。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所述正火处理为：将铸钢件加热到

920℃～940℃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空冷到室温。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质处理包括淬火处理和回火

处理；

所述淬火处理为：将铸钢件加热到890℃～910℃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在水中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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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水的温度为20℃～40℃；

所述回火处理为：将淬火处理后的铸钢件加热到580℃～600℃保温3～5小时，然后出

炉空冷到室温。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其伸长率≥15%。

17.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特征在于，其‑40℃的夏比V型冲击功≥40J。

18.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17中任一项所述低合金铸钢的热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

提供所述低合金铸钢的铸钢件；

对所述铸钢件进行正火处理，其中，所述正火处理为：将铸钢件加热到920℃～940℃保

温2～5小时，然后出炉空冷到室温；

对正火处理后的铸钢件进行包括淬火处理和回火处理的调质处理，其中，所述淬火处

理为：将铸钢件加热到890℃～910℃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在水中冷却，其中水的温度为

20℃～40℃；所述回火处理为将淬火处理后的铸钢件加热到580℃～600℃保温3～5小时，

然后出炉空冷到室温。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热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热处理后，所述低合金铸钢

的金相组织主要为回火索氏体。

20.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通过如权利要求18至19中任一项所述的热处

理方法处理后获得的E级钢。

21.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12中任一项所述低合金铸钢的冶炼方法，其中采用电弧炉氧化

法进行冶炼，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装料步骤：按配料单将相应的炉料投入所述电弧炉内，其中炉料包括钼铁、钨铁和镍

板；

对炉料进行熔化的熔化期步骤；

氧化期步骤：在熔池温度大于或等于1560℃时，向所述电弧炉内加入铁矿石以脱碳，并

进行脱磷操作；

还原期步骤：向所述电弧炉内加入铬铁合金，并且根据取样分析化学成分操作的结果，

并按照所述低合金铸钢的重量百分比向所述电弧炉内至少加入铌铁合金；以及

出钢步骤和浇注步骤。

22.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12中任一项所述低合金铸钢的冶炼方法，其中采用中频感应炉

进行冶炼，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装料步骤：按配料单将相应的炉料投入所述中频感应炉内，其中炉料包括钼铁、钨铁和

镍板；

对炉料进行熔化的熔化期步骤：炉料全部熔化后温度达到1500℃±20℃时，向所述中

频感应炉内加入铌铁合金；

预脱氧步骤；以及

出钢步骤和浇注步骤。

23.一种铁路机车零部件，其特征在于，其采用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E级钢制备形成。

24.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铁路机车零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铁路机车零部件为车钩钩

体、钩舌、钩尾框或具有同等机械性能要求的其他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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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合金铸钢及其冶炼方法、热处理方法和铁路机车零部件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6年6月30日的申请号为  201610502598.3的题为“低合金铸

钢及其冶炼方法、热处理方法和铁路机车零部件”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合金钢技术领域，涉及一种低合金铸钢，特别涉及一种含钨铌的低合

金铸钢、该低合金铸钢的冶炼方法和热处理方法、热处理后获得的E级钢、以及主要应用该E

级钢制备的铁路机车零部件。

背景技术

[0003] 美国铁路协会（AAR）于2005年修订并发布了M‑201‑05标准，以满足诸如铁道行业

铸造零部件的材质需求，其中对合金铸钢进行了分级定义，其被分为A级钢、B级钢、B+级钢、

C级钢和E级钢，并且相应地定义它们的主要化学成分范围和机械性能等。

[0004] E级钢是美国铁路协会（AAR）M‑201‑05的标准中最高等级的低合金铸钢。目前，广

泛使用的E级钢的组分及其相应的重量百分比为：碳0.22%～0.28%、硅0.20%～0.40%、锰

1.20%～1.50%、磷≤0.020%、硫≤0.020%、铬0.40%～0.60%、镍0.35%～0.55%、钼0.20%～

0.30%、铝0.02%～0.06%。E级钢可以广泛用于制造铁路机车中相应强度等级要求的铸钢件，

如车钩钩体、钩舌等零部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新型的低合金铸钢，其能够对应至少满足E级钢的机

械性能要求。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或者其他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按照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低合金铸钢，其各组分及其相对于所述低合金

铸钢总重的重量百分比为：

碳0.23%～0.28%、硅0.20%～0.40%、锰0.80%～1.00%、磷≤0.020%、硫≤0.020%、铬

0.45%～0.55%、镍0.50%～0.60%、钼0.15%～0.25%、铝0.02%～0.06%，以及钨0.02%～0.10%、

铌0.01%～0.05%，且必须满足0.04%  ≤钨+铌≤0.12%；以及余量为铁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元

素。

[0008] 按照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上述低合金铸钢的热处理方法，其包括步骤：

提供所述低合金铸钢的铸钢件；

对所述铸钢件进行正火处理，其中，所述正火处理为：将铸钢件加热到920℃～940

℃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空冷到室温；

对正火处理后的铸钢件进行包括淬火处理和回火处理的调质处理，其中，所述淬

火处理为：将铸钢件加热到890℃～910℃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在水中冷却，其中水的温

度为20℃～40℃；所述回火处理为将淬火处理后的铸钢件加热到580℃～600℃保温3～5小

时，然后出炉空冷到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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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按照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一种上述低合金铸钢通过上述热处理方法处理后获

得的E级钢。

[0010] 按照本发明的第四方面，提供一种上述低合金铸钢的冶炼方法，其中采用电弧炉

氧化法进行冶炼，包括以下步骤：

装料步骤：按配料单将相应的炉料投入所述电弧炉内，其中炉料包括钼铁、钨铁和

镍板；

对炉料进行熔化的熔化期步骤；

氧化期步骤：在熔池温度大于或等于1560℃时，向所述电弧炉内加入铁矿石以脱

碳，并进行脱磷操作；

还原期步骤：向所述电弧炉内加入铬铁合金，并且根据取样分析化学成分操作的

结果，并按照所述低合金铸钢的重量百分比向所述电弧炉内至少加入铌铁合金；以及

出钢步骤和浇注步骤。

[0011] 按照本发明的第五方面，提供一种上述低合金铸钢的冶炼方法，其中采用中频感

应炉进行冶炼，包括以下步骤：

装料步骤：按配料单将相应的炉料投入所述中频感应炉内，其中炉料包括钼铁、钨

铁和镍板；

对炉料进行熔化的熔化期步骤：炉料全部熔化后温度达到1500℃±20℃时，向所

述中频感应炉内加入铌铁合金；

预脱氧步骤；以及

出钢步骤和浇注步骤。

[0012] 按照本发明的第六方面，提供一种铁路机车零部件，其采用以上所述的E级钢制备

形成。

[0013] 本发明的低合金铸钢为了克服使用较高锰含量，主要通过多元复合添加的方法来

进行成分配比，其中主要用于强化元素的是碳、硅、锰、铬、镍、钼，并选择其合适的配比，可

以提高低合金铸钢的硬度和淬透性，并使得所获得的铸钢件在热处理后的组织为回火索氏

体；尤其地，复合添加合金元素钨和铌，并选择其合适的配比，则能有效地抑制铸造过程中

奥氏体晶粒长大，细化晶粒，同时强化基体和提高铸钢件的淬透性。因此，本发明的低合金

铸钢在经过正火和调质热处理后，可以作为E级钢使用，并且，具有优越的可焊性、良好的塑

性和冲击韧性，且稳定性好。

[0014] 并且，进一步地，本发明的低合金铸钢的碳当量可以在0.55%～0.73%的范围内，并

且进一步可以优化为0.63%～0.66%的范围内。

[0015] 并且，本发明的低合金铸钢经过本发明的热处理工艺以后，所获得低合金铸钢的

金相组织主要为回火索氏体，且其机械性能指标满足AAR的  M‑201‑05标准中E级钢的要求，

进一步地，其伸长率可以优化提高到≥15%，‑40℃的夏比V型冲击功可以优化提高到≥40J，

可以在提高J13处的硬度保持在大于或等于33HRC的前提下，碳当量不增加，可焊性较好。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按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低合金铸钢经正火处理和调质处理后获得放大100

倍的金相组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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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2是按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低合金铸钢经正火处理和调质处理后获得放大500

倍的金相组织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介绍的是本发明的多个可能实施例中的一些，旨在提供对本发明的基本了

解，并不旨在确认本发明的关键或决定性的要素或限定所要保护的范围。容易理解，根据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在不变更本发明的实质精神下，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可以提出可相互

替换的其他实现方式。因此，以下具体实施方式以及附图仅是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示例

性说明，而不应当视为本发明的全部或者视为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限定或限制。

[0019] 在本申请中，“低合金铸钢”是指铸钢中合金元素含量小于5%（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钢，E级钢是按照美国铁路协会（AAR）于2005年修订并发布了M‑201‑05标准对合金钢分级定

义的钢种。

[0020] 本申请发明人发现，目前随着生产E级钢所需原材料成本的提高，行业对控制E级

钢的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并致力于降低E级钢的成本。诸如中国专利公开号为

CN1995429A、CN101701325A的相关专利中，主要都是通过提高铸钢中锰（Mn）的含量、并降低

或不使用贵重元素镍（Ni）和/或钼（Mo），从而降低E级钢的成本。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这种

技术方案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采用高含量的锰而少量或不使用钼或镍，使得铸

钢的淬透性明显变差，仔细分析发现，其中获得铸钢有很多是无法满足M‑201‑05标准中规

定的端淬试验中J13处硬度≥33HRC的要求；第二，这种铸钢中高锰、少钼镍的合金元素组

合，使得铸钢的韧性和塑性的不足，并且其稳定性较差。

[0021] 本发明中，机械性能的测定依据的是AAR的M‑201‑05标准的相关规定进行的，机械

性能的测定所用的试样为基尔试块。其中碳当量CE的计算公式为:CE=C+(Mn+Si)/6+  (Cr+

Mo+V)/5+(Ni+Cu)/15，其中，以上公式中的某些合金元素，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余量元素。

淬透性测定依据ASTM标准A255的要求，其中J13处的硬度表示距离水淬端面13mm处的硬度。

[0022] 本申请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技术方案1，一种低合金铸钢，其中，各组分及其相对于所述低合金铸钢总重的重

量百分比为：

碳0.23%～0.28%、硅0.20%～0.40%、锰0.80%～1.00%、磷≤0.020%、硫≤0.020%、铬

0.45%～0.55%、镍0.50%～0.60%、钼0.15%～0.25%、铝0.02%～0.06%，以及钨0.02%～0.10%、

铌0.01%～0.05%，且必须满足0.04%  ≤钨+铌≤0.12%；以及余量为铁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元

素。

[0023] 技术方案2，如技术方案1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所述低合金铸钢的碳当量CE在

0.55%～0.73%之间，所述碳当量CE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CE=C+(Mn+Si)/6+(Cr+Mo+V)/5+(Ni+Cu)/15

其中，C表示碳的重量百分比，Mn表示锰的重量百分比，Si表示硅的重量百分比，Cr

表示铬的重量百分比，Mo表示钼的重量百分比，V表示钒的重量百分比，Ni表示镍的重量百

分比，Cu表示铜的重量百分比。

[0024] 技术方案3，如技术方案1至2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所述碳当量CE在

0.55%～0.73%之间，或者在0.63%～0.66%之间，或者在0.64%～0.6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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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技术方案4，如技术方案1至3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金

铸钢总重，碳的重量百分比为碳的重量百分比为0.23%～0.27%，0.24%~0.27%，或者0.24%~
0.28%。

[0026] 技术方案5，如技术方案1至4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金

铸钢总重，硅的重量百分比为0.29%~0.36%，或者0.25%~0.36%。

[0027] 技术方案6，如技术方案1至5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金

铸钢总重，锰的重量百分比为0.96%~1 .04%，或者0.96%~1 .02%，或者0.98%~1 .01%，或者

0.97%，或者0.99%，或者1.00%。

[0028] 技术方案7，如技术方案1至6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金

铸钢总重，磷的重量百分比≤0.015%，或者≤0.012%。

[0029] 技术方案8，如技术方案1至7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金

铸钢总重，硫的重量百分比≤0.015%，或者≤0.010%。

[0030] 技术方案9，如技术方案1至8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金

铸钢总重，铬的重量百分比为0.46%~0.54%，或者0.47%~0.51%，或者0.48%~0.50%。

[0031] 技术方案10，如技术方案1至9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金

铸钢总重，镍的重量百分比为0.52%~0 .59%，或者0.53%~0 .57%，或者0.54%~0 .58%，或者

0.55%~0.56%。

[0032] 技术方案11，如技术方案1至10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

金铸钢总重，钼的重量百分比为0.36%~0.44%，或者0.37%~0.43%，或者0.37%~0.42%，或者

0.39%~0.41%。

[0033] 技术方案12，如技术方案1至11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

金铸钢总重，铝的重量百分比为0.02%~0.04%，或者0.03%~0.05%。

[0034] 技术方案13，如技术方案1至12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

金铸钢总重，铌的重量百分比为0.01%~0.04%，或者0.02%~0.05%。

[0035] 技术方案14，如技术方案1至14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相对于所述低合

金铸钢总重，钨的重量百分比为0.02%~0.09%，或者0.04%~0.09%。

[0036] 技术方案15，如技术方案1至14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所述低合金铸钢

为经过正火处理和调质处理得到的E级钢。

[0037] 技术方案16，如技术方案15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所述正火处理为：将铸钢件

加热到920℃～940℃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空冷到室温。

[0038] 技术方案17，如技术方案16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所述调质处理包括淬火处理

和回火处理；

所述淬火处理为：将铸钢件加热到890℃～910℃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在水中

冷却，其中水的温度为20℃～40℃；

所述回火处理为：将淬火处理后的铸钢件加热到580℃～600℃保温3～5小时，然

后出炉空冷到室温。

[0039] 技术方案18，如技术方案17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其伸长率≥15%。

[0040] 技术方案19，如技术方案17所述的低合金铸钢，其中，其‑40℃的夏比V型冲击功≥

4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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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技术方案20，一种如技术方案1至19中任一项所述低合金铸钢的热处理方法，其

中，包括步骤：

提供所述低合金铸钢的铸钢件；

对所述铸钢件进行正火处理，其中，所述正火处理为：将铸钢件加热到920℃～940

℃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空冷到室温；

对正火处理后的铸钢件进行包括淬火处理和回火处理的调质处理，其中，所述淬

火处理为：将铸钢件加热到890℃～910℃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在水中冷却，其中水的温

度为20℃～40℃；所述回火处理为将淬火处理后的铸钢件加热到580℃～600℃保温3～5小

时，然后出炉空冷到室温。

[0042] 技术方案21，如技术方案20所述的热处理方法，其中，在所述热处理后，所述低合

金铸钢的金相组织主要为回火索氏体。

[0043] 技术方案22，一种如技术方案1至14中任一所述的低合金铸钢通过如技术方案20

至21中任一项所述的热处理方法处理后获得的E级钢。

[0044] 技术方案23，一种如技术方案1至19中任一项所述低合金铸钢的冶炼方法，其中采

用电弧炉氧化法进行冶炼，其中，包括以下步骤：

装料步骤：按配料单将相应的炉料投入所述电弧炉内，其中炉料包括钼铁、钨铁和

镍板；

对炉料进行熔化的熔化期步骤；

氧化期步骤：在熔池温度大于或等于1560℃时，向所述电弧炉内加入铁矿石以脱

碳，并进行脱磷操作；

还原期步骤：向所述电弧炉内加入铬铁合金，并且根据取样分析化学成分操作的

结果，并按照所述低合金铸钢的重量百分比向所述电弧炉内至少加入铌铁合金；以及

出钢步骤和浇注步骤。

[0045] 技术方案24，如技术方案23所述的冶炼方法，其中，在所述装料步骤中，所述钨铁

的牌号为FeW75，其中，W的重量百分比含量为75%。

[0046] 技术方案25，如技术方案23所述的冶炼方法，其中，在所述熔化期步骤中，进行炉

料熔化及造渣先期脱磷处理，其中，当炉料熔化25%～45%以上时,进行吹氧助熔以加速炉料

熔化。

[0047] 技术方案26，如技术方案23或25所述的冶炼方法，其中，在所述氧化期步骤中，在

所述脱碳后，进行大渣量流渣脱磷操作。

[0048] 技术方案27，如技术方案26所述的冶炼方法，其中，在所述还原期步骤中，在稀薄

渣形成后加入所述铬铁合金，然后在渣面加入碳粉或碳化硅，造还原渣，在所述还原渣变白

色后，搅拌、进行所述取样分析化学成分操作。

[0049] 技术方案28，如技术方案27所述的冶炼方法，其中，所述还原期步骤中，依次加入

铝块、硅铁合金、锰铁合金和所述铌铁合金。

[0050] 技术方案29，如技术方案23所述的冶炼方法，其中，在所述出钢步骤中，当熔池温

度在1620～1650℃范围时，进一步取样分析化学成分，在成分合格后，实施出钢、钢渣混冲

脱硫操作。

[0051] 技术方案30，一种如技术方案1至3中任一项所述低合金铸钢的冶炼方法，其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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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频感应炉进行冶炼，其中，包括以下步骤：

装料步骤：按配料单将相应的炉料投入所述中频感应炉内，其中炉料包括钼铁、钨

铁和镍板；

对炉料进行熔化的熔化期步骤：炉料全部熔化后温度达到1500℃±20℃时，向所

述中频感应炉内加入铌铁合金；

预脱氧步骤；以及

出钢步骤和浇注步骤。

[0052] 技术方案31，如技术方案30所述的冶炼方法，其中，在所述装料步骤中，所述钨铁

的牌号为FeW75，其中，W的重量百分比含量为75%。

[0053] 技术方案32，如技术方案30所述的冶炼方法，其中，在所述预脱氧步骤中，当熔池

温度达到出钢温度时向炉内依次加入规定量的铝块、锰铁合金、硅铁合金进行预脱氧。

[0054] 技术方案33，如技术方案30或32所述的冶炼方法，其中，在所述出钢步骤中，在出

钢温度下保温并进行取样分析化学成分操作，根据分析化学成分结果确定是否进行出钢；

并且，出钢前，在钢包内加入规定量的纯铝。

[0055] 技术方案34，一种铁路机车零部件，其中，其采用如技术方案1至19、22任一项所述

的E级钢制备形成。

[0056] 技术方案35，如技术方案34所述的铁路机车零部件，其中，所述铁路机车零部件为

车钩钩体、钩舌、钩尾框或具有同等机械性能要求的其他零部件。

[0057] 以下实施例中，组分含量均以其重量百分含量计。

[0058] 实施例1

该实施例1的含钨铌的低合金铸钢中，其各组分及其重量百分比如下：碳0.26%、硅

0.27%、锰0.91%、磷0.013%、硫0.014%、铬0.52%、镍0.56%、钼0.23%、铝0.05%、铜0.07%、钨

0.08%、铌0.03%,其中钨+铌为0.11%，余量为铁及其他不可避免的元素。其中，基于以上碳当

量的计算公式，确定在该实施例1的低合金铸钢中的碳当量具体为0.65，碳当量相对传统的

E级钢较小，因此具有优越的可焊性。

[0059] 实施例1  的含钨铌的低合金铸钢可以但不限于通过以下示例的冶炼方法制备得

到。

[0060] 在示例1中，采用电弧炉大渣量氧化法进行冶炼，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Ⅰ装料：基于配料单按正常情况一次性投入炉料，其中,炉料加入了合适量的钼铁、

钨铁、镍板，其中，钨铁具体采用牌号为FeW75的钨铁，其表示W的重量百分比为75%左右。

[0061] Ⅱ熔化期：以电弧炉能匹配的最大功率进行炉料熔化及造渣先期脱磷处理，当炉

料熔化25%～45%以上时，可吹氧助熔，加速炉内炉料熔化。

[0062] Ⅲ氧化期：当熔池温度大于或等于1560℃时，加铁矿石脱碳，在该温度条件下，铁

矿石相对容易发生脱碳反应；并进行大渣量流渣脱磷操作。

[0063] Ⅳ还原期：在稀薄渣形成后，加入铬铁合金，然后在渣面上加入碳粉或加碳化硅，

造还原渣；当还原渣基本变为白色后，搅拌、进行取样分析化学成分操作，并且根据化验报

告结果，基于以上实施例1的低合金铸钢的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要求，依次控制加入纯铝

块、硅铁合金、锰铁合金和铌铁合金。本实施例选择在还原期步骤加入铌铁合金，避免了铌

在钢液中较早地发生氧化反应，减少了铌的损失，有利于保证形成后的低合金铸钢中的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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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百分比含量和相应的作用。

[0064] Ⅴ出钢：当熔池温度在1620～1650℃范围时，进行取样分析化学成分操作；在成分

合格后，当温度达到出钢温度时，实施出钢、钢渣混冲脱硫操作。

[0065] Ⅵ浇注：钢水在钢包内完成规定的镇静时间后，实施铸件成型浇注操作。

[0066] 在示例2中，采用中频感应炉进行冶炼，该冶炼方面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Ⅰ装料：按配料单将准备好的炉料投入中频感应炉内，其中炉料例如可以包括废

钢、生铁、合金、回炉料，它们依次加入炉内，其中合金主要包括铬铁、钼铁、钨铁、镍板，钨铁

的牌号为FeW75，其中，W的重量百分比含量为75%左右。在该步骤中，采用炉膛下部紧、上部

松的方式装料，从而使得炉料容易顺利下行，减少炉料架空概率。

[0067] Ⅱ熔化：以中频感应炉最大功率进行炉料熔化；当炉料全部熔化后温度达到1500

℃±20℃时，加铌铁合金。本实施例选择在熔化完成加入铌铁合金，减少了铌的氧化损失，

有利于保证形成后的低合金铸钢中的铌元素的百分比含量和相应的作用。

[0068] Ⅲ预脱氧：继续进行中频炉能匹配的最大功率地送电以对熔池升温，当温度达到

出钢温度时，向炉内按顺序加入规定量的纯铝、锰铁合金、硅铁合金以进行预脱氧操作。

[0069] Ⅳ出钢：在预定的出钢温度下进行保温，并进行取样分析化学成分操作，当成分合

格后，实施出钢；其中，出钢前，在钢包内加入规定量的纯铝。

[0070] Ⅴ浇注：钢水在钢包内完成规定的镇静时间后，实施铸件成型浇注操作。

[0071] 以上实施例1的低合金铸钢经以上示例1或示例2的冶炼方法冶炼铸造成型获得铸

钢件后，可以进行热处理获得性能较好的E级钢，在该实施例中，热处理过程采用正火和调

质处理。具体地，正火处理工艺为加热到930℃保温3小时，然后出炉进行空冷；调质处理工

艺为加热到910℃保温2小时，出炉进行水冷，水温35℃，随后重新将淬火处理后的铸钢件加

热到590℃保温3.5小时，再出炉在空气中冷却到室温。

[0072] 以上实施例1的低合金铸钢经过以上示例的正火和调质处理以后，所获得的金相

组织主要为回火索氏体，具体金相组织图样如图1和图2所示，由图1和图2可以看到典型的

回火索氏体金相形貌，并且，晶粒尺寸明显细化，组织均匀性非常良好，这是由于低合金铸

钢中钨和铌按一定重量百分比复合添加时，能有效抑制铸造过程中奥氏体晶粒长大，有利

于细化铸钢的晶粒，在正火和调质处理后得到的低合金铸钢的回火索氏体晶粒也相对较

细。并且，钨和铌按一定重量百分比的复合添加，同时有利于强化基体提高低合金铸钢的淬

透性。

[0073] 对以上实施例1的低合金铸钢（经过上述热处理后）进行机械性能测定，获得以下

测试结果：抗拉强度906MPa，屈服强度771MPa，伸长率17.5%，断面收缩率49%，‑40℃的夏比V

型冲击功（平均值）67J，硬度271HBW，J13处的硬度为36HRC。

[0074] 基于AAR的M‑201‑05标准可以看到，基于以上实施例1的低合金铸钢能够获得满足

美国铁道协会标准M‑201‑05的E级铸钢机械性能要求的E级钢，并且在塑性（例如从伸长率

来看）和冲击韧性方面（从夏比V型冲击功来看）尤其表现良好，从J13处的硬度性能指令来

看，低合金铸钢的淬透性也明显得到提升，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等性能指标也可以反映低

合金铸钢的基体得到强化。

[0075] 因此，以上实施例1的低合金铸钢在经过以上示例的正火和调质热处理后，可以作

为E级钢使用，并且，具有优越的可焊性、良好的塑性和冲击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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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实施例2～12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实施例2～12的低合金铸钢中的具体组分及含量、碳当量见

表1。相对应的机械性能和J13处的硬度如下表2所示：

表1 实施例2～12的低合金铸钢的组成（重量百分比%）及碳当量

实施例2～12的含钨铌的低合金铸钢可以但不限于通过以上示例1和示例2的冶炼

方法制备得到相应的铸钢件。

[0077] 以上实施例2～12的低合金铸钢经冶炼铸造成型获得铸钢件后，可以进行热处理

获得性能较好的E级钢，在该实施例中，热处理过程采用正火和调质处理；具体地，正火处理

即通常将铸钢件加热到920℃～940℃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空冷到室温；调质处理即淬

火处理+回火处理，淬火处理即通常将铸钢件加热到890℃～910℃保温2～5小时，然后出炉

在水中冷却，水的温度为20℃～40℃，回火处理即通常将淬火的铸钢件加热到580℃～600

℃保温3～5小时，然后出炉空冷到室温。

[0078] 以上实施例2～12的低合金铸钢经过以上示例的正火和调质处理以后，所获得的

金相组织主要为回火索氏体，具体金相组织图样类似如图1和图2所示。

[0079] 对以上实施例2～12的低合金铸钢（经过上述热处理后）进行机械性能测定，获得

以下表2所示的测试结果：

表2 实施例2～12的低合金铸钢的机械性能和J13处的硬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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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表2的机械性能数据可以看出，基于以上实施例2～12的低合金铸钢能够获

得满足美国铁道协会标准M‑201‑05的E级铸钢机械性能要求的E级钢，并且在塑性（例如从

伸长率来看其能够大于或等于15.5%）和冲击韧性方面（从夏比V型冲击功来看其能够大于

或等于40J）尤其表现良好，从J13处的硬度性能数据来看，低合金铸钢的淬透性也明显得到

提升，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等性能指标也可以反映低合金铸钢的基体得到强化。

[0080] 因此，以上实施例2～12的低合金铸钢在经过以上示例的正火和调质热处理后，可

以作为E级钢使用，并且，具有优越的可焊性、良好的塑性和冲击韧性。

[0081]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1～12的低合金铸钢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表现的主要

原因在于，克服使用较高含量的锰，主要通过多元复合添加的方法来进行成分配比，尤其

地，复合添加合金元素钨和铌，并选择了合适的配比（钨0.02%～0.10%、铌0.01%～0.05%，且

必须满足0.04%  ≤钨+铌≤0.12%），能有效地抑制铸造过程和正火过程中奥氏体晶粒长大，

细化晶粒，同时强化基体和提高铸钢件的淬透性；因此，在经过本申请实施例的为该低合金

铸钢设计的热处理工艺后，低合金铸钢的韧性和塑性方面明显提升，并且性能稳定性好，反

映淬透性的J13处的硬度也得到明显提升，整体满足E级钢的机械性能要求，且在韧性、塑性

和可焊性方面相比传统E级钢提升。

[0082]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1～12的含钨铌的低合金铸钢中，锰的百分比范围为

0.80%～1.00%，其相对传统的E级钢中的锰的含量下降，材料偏析减少，并且钼的百分比范

围为0.15%～0.25%（例如，0.15%～0.19%），也相对下降，有利于降低该低合金铸钢的成本。

[0083] 以上实施例1至12的低合金铸钢在经过正火和调质热处理后，可以用来制备铁路

机车上的厚大零部件，例如，重载货车的牵引缓冲装置的关键零部件，如车钩钩体、钩舌、钩

尾框等。应当理解到，以上实施例的低合金铸钢具体应用并不限于以上实施例，本领域技术

人员也可以将其用于具有基本同等机械性能要求的铁路机上或其他设备上的零部件，例

如，液压油缸中的缸头零部件。

[0084] 以上例子主要说明了本发明的低合金铸钢及各种冶炼方法和热处理方法、热处理

后得到的E级钢及其应用。尽管只对其中一些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是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应当了解，本发明可以在不偏离其主旨与范围内以许多其他的形式实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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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展示的例子与实施方式被视为示意性的而非限制性的，在不脱离如所附各权利要求所定

义的本发明精神及范围的情况下，本发明可能涵盖各种的修改与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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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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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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