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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作为不会形成大型的非金属夹杂物簇

的形态而抑制了表面缺陷的表面性状优异的不

锈钢和其制造方法。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以

以下质量%计，包含C：0.001~0 .050%、Si：0.02~
1.00%、Mn：0.01~1.00%、P：0.030%以下、S：0.005%

以下、Ni：30.0~38.0%、Cr：21.0~25.0%、Mo：4.00~
8.00%、Cu：1.0~5.0%、Al：0.005~0.150%、N：0.180

~0 .300%、O：0 .0001~0 .0050%、Mg：0 .0001~
0.0050%、Ca：0.0001~0.0050%，余量的Fe和无法

避免的杂质，非金属夹杂物包含MgO、CaO-Al2O3-

MgO系氧化物、MgO·Al2O3之中的1种以上，MgO·

Al2O3的个数比率为50个数%以下；和其制造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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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其特征在于，以以下质量%计，包含C：0.001~0 .050%、Si：

0.02~1 .00%、Mn：0.01~1 .00%、P：0.030%以下、S：0.005%以下、Ni：30.0~38.0%、Cr：21 .0~
25 .0%、Mo：4.00~8 .00%、Cu：1.0~5 .0%、Al：0.005~0 .150%、N：0.180~0 .300%、O：0.0001~
0.0050%、Mg：0.0001~0.0050%、Ca：0.0001~0.0050%，余量的Fe和无法避免的杂质，

非金属夹杂物包含MgO、CaO-Al2O3-MgO系氧化物、MgO·Al2O3之中的1种或2种以上，

MgO·Al2O3的个数比率为50个数%以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含有Co：0.50%以

下、B：0.01%以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其特征在于，前述非金属夹杂物之

中，CaO-Al2O3-MgO系氧化物为CaO：30~70%、Al2O3：10~60%、MgO：10~30%，MgO·Al2O3为MgO：10

~40%、Al2O3：60~9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其特征在于，前述非金属夹杂物之

中，CaO-Al2O3-MgO系氧化物为CaO：30~70%、Al2O3：10~60%、MgO：10~30%，MgO·Al2O3为MgO：10

~40%、Al2O3：60~9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其特征在于，前述非金属夹杂物之

中，CaO-Al2O3-MgO系氧化物进一步包含SiO2、MnO、Cu2O、S之中的1种或2种以上，它们的总计

(SiO2+MnO+Cu2O+S)为0.1~10.0%。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其特征在于，前述非金属夹杂物之

中，CaO-Al2O3-MgO系氧化物进一步包含SiO2、MnO、Cu2O、S之中的1种或2种以上，它们的总计

(SiO2+MnO+Cu2O+S)为0.1~10.0%。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其特征在于，前述非金属夹杂物之

中，CaO-Al2O3-MgO系氧化物进一步包含SiO2、MnO、Cu2O、S之中的1种或2种以上，它们的总计

(SiO2+MnO+Cu2O+S)为0.1~10.0%。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其特征在于，前述非金属夹杂物之

中，CaO-Al2O3-MgO系氧化物进一步包含SiO2、MnO、Cu2O、S之中的1种或2种以上，它们的总计

(SiO2+MnO+Cu2O+S)为0.1~10.0%。

9.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的制造方法，其为权利要求1、2、3、5中任一项所述的不锈钢

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用电炉将原料熔融，接着，使用AOD、VOD中的任一者或两者进行脱

碳后，投入石灰、萤石，接着，投入铁硅合金、Al中的一者或两者，使用包含CaO：50~70%、

SiO2：3~20%、MgO：3~15%、Al2O3：20%以下、Cu2O：0.5%以下的CaO-SiO2-MgO-Al2O3-F系熔渣，进

行Cr还原、脱氧、脱硫，用连续铸造机铸造，制造板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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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和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适合用于所谓排烟脱硫装置的表面性状优异且耐孔蚀性和耐酸性优

异的奥氏体系不锈钢。

背景技术

[0002] 船舶、火力发电所使用的排烟脱硫装置在严苛的硫酸环境中使用，因此广泛使用

大量含有Cr、Ni、Mo、Cu等、且提高了耐腐蚀性和耐酸性的奥氏体系不锈钢。近年，关于船舶

的排出气体的环境管制变得严格，与此相伴地，对具有更优异的耐孔蚀性和耐酸性的奥氏

体系不锈钢的需求扩大。

[0003] 如上所述，排烟脱硫装置中奥氏体系不锈钢直接暴露于硫酸环境，因此表面性状

对耐酸性造成影响。特别地，在表面存在的夹杂物造成显著影响，因此重要的是精密控制夹

杂物性状。

[0004] 然而，在熔炼这样的Fe-Cr-Ni-Mo-N系奥氏体系不锈钢时，有时添加Al作为脱氧材

料，由此提高纯净性的精炼手段是已知的，但因该Al而导致在冷轧板中存在Al2O3、CaO和

MgO·Al2O3系的非金属夹杂物。Al2O3、CaO和MgO·Al2O3系的非金属夹杂物以簇的形式大型

化，因此有时产生表面缺陷。

[0005] 专利文献1中，公开了下述技术：如果将吹炼精加工期的钢中Al的含量与熔渣中的

SiO2的关系调整为下式：wt%Al≥  (wt%SiO2)/500+0.01，则能够将夹杂物的形态控制为低熔

点且容易通过热轧而进一步延伸的CaO-Al2O3系，能够制造无表面缺陷、内部缺陷的高纯净

不锈钢。

[0006] 专利文献2中认为，通过控制熔渣组成，非金属夹杂物中的MgO·Al2O3的个数比率

为50%以下、且非金属夹杂物之中，MgO·Al2O3为MgO：10~40%、Al2O3：60~90%，CaO-Al2O3系氧

化物为CaO：30~70%、Al2O3：30~70%的情况下，能够制造表面缺陷的产生得到抑制的不锈钢。

[0007] 另一方面，专利文献3中，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提高耐腐蚀性和耐酸性，开发了含有

0.10~3.00%的Cu的超级奥氏体系不锈钢。然而，尚未确立含有高达3%左右的Cu的Fe-Cr-Ni-

Mo-Cu系超级奥氏体系不锈钢的夹杂物控制技术。

[0008]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1-220619号公报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2019-35124号公报

专利文献3：日本特开2018-172709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9] 鉴于上述的课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通过将非金属夹杂物制成不会形成大

型的簇的形态，从而抑制了表面缺陷的产生、表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进一步，还提供实现

其的不锈钢的制造方法。

[0010] 发明人等通过详细调查产生表面缺陷的不锈钢冷轧板的表面缺陷，发现表面缺陷

的原因是簇状的Al2O3、CaO和MgO·Al2O3系的非金属夹杂物。这种非金属夹杂物是高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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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了容易成簇之外还是硬质的，因此成为表面缺陷的起点。发明人等基于这样的调查结

果，针对非金属夹杂物的组成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结果发现，在非金属夹杂物包含MgO、

CaO-Al2O3-MgO系氧化物、MgO·Al2O3之中的1种或2种以上、MgO·Al2O3的个数比率为50%以

下的情况下，该非金属夹杂物难以成簇，难以成为表面缺陷的产生原因。此外，这样的非金

属夹杂物通过热轧和冷轧而微细地裁断，因此还可知纯净性优异。

[0011] 因此，本发明的不锈钢基于上述见解而得到，其特征在于，以下述质量%计，包含C：

0.001~0.050%、Si：0.02~1.00%、Mn：0.01~1.00%、P：0.030%以下、S：0.005%以下、Ni：30.0~
38.0%、Cr：21.0~25.0%、Mo：4.00~8.00%、Cu：1.0~5.0%、Al：0.005~0.150%、N：0.180~0.300%、

O：0.0001~0.0050%、Mg：0.0001~0.0050%、Ca：0.0001~0.0050%，余量的Fe和无法避免的杂

质，非金属夹杂物包含MgO、CaO-Al2O3-MgO系氧化物、MgO·Al2O3之中的1种或2种以上，

MgO·Al2O3的个数比率为50个数%以下。

[0012] 本发明中，根据需要，优选含有Co：0.50%以下、B：0.01%以下。

[0013] 本发明中，优选在前述非金属夹杂物之中，CaO-Al2O3-MgO系氧化物为CaO：30~70%、

Al2O3：10~60%、MgO：10~30%，MgO·Al2O3为MgO：10~40%、Al2O3：60~90%。

[0014] 进一步，本发明中，优选在前述非金属夹杂物之中，CaO-Al2O3-MgO系氧化物进一步

包含SiO2、MnO、Cu2O、S之中的1种或2种以上，它们的总计(SiO2+MnO+Cu2O+S)为0.1~10.0%。

[0015] 进一步，本申请发明中，还提供制造方法。即，不锈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通

过电炉将原料熔融，接着，使用AOD、VOD中的任一者或两者进行脱碳后，投入石灰、萤石，接

着，投入铁硅合金、Al中的一者或两者，使用包含CaO：50~70%、SiO2：3~20%、MgO：3~15%、

Al2O3：20%以下、Cu2O：0.5%以下的CaO-SiO2-MgO-Al2O3-F系熔渣，进行Cr还原、脱氧、脱硫，用

连续铸造机铸造，制造板坯。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首先，示出本发明的不锈钢的化学成分限定理由。应予说明，以下的说明中，“%”是

指“mass%(质量%)”。

[0017] (C：0.001~0.050%)

C是奥氏体相稳定化元素，如果大量存在，则与Cr和Mo结合而形成碳化物，降低母材中

包含的固溶Cr和Mo量，使耐腐蚀性劣化。因此，C含量设为0.001~0 .050%。优选为0.010~
0.015%。

[0018] (Si：0.02~1.00%)

Si是对脱氧有效的元素，因此是本申请发明中重要的元素。为了将氧浓度控制为

0.0050%以下，需要为0.02%。进一步，还具有还原CaO-SiO2-MgO-Al2O3-F系熔渣中的CaO、

MgO，向钢水中分别供给0.0001%以上的Ca、Mg的功能。由此，具有将夹杂物维持为无害的

MgO、CaO-Al2O3系的效果。从该观点出发也需要为0.02%。另一方面，如果含有大于1.00%，则

过度还原熔渣中的CaO、MgO，供给0.0050%以上的Ca、Mg。其结果是，Ca形成CaO单独体的夹杂

物，在产品中产生表面缺陷，降低表面性状。此外，Mg在板坯中形成Mg气泡，存在导致表面缺

陷的危险。因此，规定Si含量为0.02~1.00%。优选为0.15~0.80%。

[0019] (Mn：0.01~1.00%)

Mn是奥氏体相稳定化元素，因此需要添加0.01%以上。然而，因大量添加而导致耐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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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受损，因此以1.00%作为上限。优选为0.20~0.80%。

[0020] (P：0.030%以下)

P是在晶界偏析而在热加工时使裂纹产生的有害元素，因此期望极力减少，限制为

0.030%以下。优选为0.020%以下。

[0021] (S：0.005%以下)

S是在晶界偏析而形成低熔点化合物、阻碍热加工性的有害元素，因此期望极力降低，

限制为0.005%以下。为了实现这一点，将Al含量的下限设为0.005%，进行脱氧而将O浓度控

制为0.0001~0.0050%的范围，由此进行脱硫。优选为0.003%以下。进一步优选为0.002%以

下。

[0022] (Ni：30.0~38.0%)

Ni是奥氏体相稳定化元素，同时具有改善包含氯化物的溶液环境中的耐孔蚀性、耐间

隙腐蚀性以及耐应力腐蚀开裂性的效果，因此含有30.0%以上。然而，过量添加导致成本上

升，是不优选的，因此上限设为38.0%。优选为32.5~37.5%。

[0023] (Cr：21.0%~25.0%)

Cr是在不锈钢板表面形成钝化覆膜的元素，作为用于改善耐酸性、耐孔蚀性、耐间隙腐

蚀性以及耐应力腐蚀开裂性的母材的构成成分，是最重要的元素。然而，在Cr含量低于

21.0%的情况下，无法得到充分的耐腐蚀性。相反，如果含量大于25.0%，则生成σ相而导致变

脆。从以上的理由出发，Cr含量被规定为21.0~25.0%。优选为22.0~24.0%。

[0024] (Mo：4.00~8.00%)

Mo即使少量添加也显著改善在存在氯化物的湿润环境和高温大气环境下的耐腐蚀性，

具有与添加量成比例地提高耐腐蚀性的效果。进一步，对脱氧有效的Si以1.00%为上限，但

Mo提高Si的活度系数，具有辅助脱氧能力的效果，是有用的元素。因此，需要添加4.00%以

上。另一方面，在大量添加Mo的材料中，在高温大气环境下且表面的氧势低的情况下，Mo引

起优先氧化，产生氧化覆膜的剥离，可能成为产生表面缺陷的原因，因此上限设为8.0%。优

选为5.70~7.50%。

[0025] (Al：0.005~0.150%)

Al是对脱氧非常有效的元素，具有下述效果：能够将氧浓度控制为0.0001~0.0050%的

范围，同时还原CaO-SiO2-MgO-Al2O3-F系熔渣中的CaO和MgO，向钢水中分别供给0.0001%以

上的Ca、Mg，将夹杂物控制为无害的MgO、CaO-Al2O3系。进一步，具有下述效果：还原CaO-

SiO2-MgO-Al2O3-F系熔渣中包含的Cu2O，向钢水中供给Cu，由此稳定Cu而使其利用率为1.0%

以上。它们利用下述的反应。

[0026] 3(MgO)+2Al=3Mg+(Al2O3)  …(1)

3(CaO)+2Al=3Ca+(Al2O3)  …(2)

3(Cu2O)+2Al=6Cu+(Al2O3)  …(3)

括弧内表示熔渣中的成分，下划线表示钢水中成分。

[0027] 如果Al浓度低于0.005%，则不进行脱氧，氧浓度提高至大于0.0050%。进一步，由于

不进行脱氧，因此脱硫被阻碍，S浓度提高至大于0.005%，Cu浓度因(3)式的反应而低于

1.0%。另一方面，如果Al浓度高达大于0.150%，则上述的Mg浓度因(1)式、(2)式的反应而提

高至大于0.0050%，Ca浓度也提高至大于0.0050%，Cu浓度因(3)式的反应而大于5.0%。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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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Al含量的范围为0.005~0.150%。优选为0.007~0.120%。

[0028] (Cu：1.0~5.0%)

Cu对于改善耐硫酸腐蚀性是有效的，是本发明中重要的元素。因此，需要添加至少1.0%

以上。然而，如果过量添加，则降低热加工性，产生裂纹而成为表面缺陷的原因，因此规定上

限为5.0%。优选为2.5~4.0%，进一步优选下限大于3.0%。为了在钢水中有效添加Cu，期望通

过添加0.005%以上的Al，利用(3)式的反应进行脱氧，还原熔渣中的Cu2O，降低其浓度。因

此，CaO-SiO2-MgO-Al2O3-F系熔渣中的Cu2O控制为0.5%以下即可。

[0029] (N：0.180~0.300%)

N是侵入型元素，是提高耐腐蚀性的元素，因此需要添加0.180%以上。然而，如果N含量

变得过量，则与Cr一起形成氮化物，对加工性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规定上限为0.300%。优选

为0.190~0.240%。

[0030] (O：0.0001~0.0050%)

氧浓度与夹杂物密切相关，因此在本发明中非常重要。O如果在钢中存在得大于

0.0050%，则夹杂物个数变多，导致表面缺陷的产生。然而，如果低于0.0001%，则过度提高了

Al还原熔渣中的CaO、MgO的能力，Ca和Mg浓度大于上限的0.0050%。因此，规定O含量为

0.0001~0.0050%。优选为0.0020~0.0040%。

[0031] (Mg：0.0001~0.0050%)

Mg是对于将钢中的非金属夹杂物的组成控制为对表面性状没有不良影响的MgO、CaO-

Al2O3-MgO而言有效的元素。其效果在含量低于0.0001%的情况下无法得到，相反，如果含有

大于0.0050%，则在板坯中形成Mg气泡，因此使最终产品中产生表面缺陷。因此，Mg含量被规

定为0.0001~0.0050%。优选为0.0016~0.0040%。

[0032] 为了在钢水中有效地添加Mg，优选利用(1)式所示的反应。为了将Mg控制为上述的

范围，只要将熔渣组成控制为CaO：50~70%、SiO2：3~20%、MgO：3~15%、Al2O3：20%以下即可。

[0033] (Ca：0.0001~0.0050%)

Ca是对于将钢中的非金属夹杂物的组成控制为不形成簇、对表面品质没有不良影响的

CaO-Al2O3-MgO系氧化物而言有效的元素。其效果在含量低于0.0001%的情况下无法得到，相

反，如果含有大于0.0050%，则形成CaO单独体的夹杂物，使最终产品中产生表面缺陷。因此，

Ca含量被规定为0.0001~0.0050%。优选为0.0004~0.0040%。

[0034] 在钢水中有效供给Ca优选利用(2)式所示的反应。为了将Ca控制为上述的范围，只

要将熔渣组成控制为CaO：50~70%、SiO2：3~20%、MgO：3~15%、Al2O3：20%以下即可。

[0035] (Co：0.5%以下)

虽然没有特别限定，但Co为奥氏体稳定化元素，因此优选含有0.5%以下。

[0036] (B：0.01%以下)

虽然没有特别限定，但通过微量添加B，热加工性提高，因此优选含有0.01%以下。

[0037] (非金属夹杂物)

本发明中，优选的方式是：非金属夹杂物组成包含MgO、CaO-Al2O3-MgO、MgO·Al2O3氧化

物中的1种或2种以上，MgO·Al2O3的个数比率为50%以下。以下，示出非金属夹杂物的个数比

率限定的根据。

[0038] (非金属夹杂物组成包含MgO、CaO-Al2O3-MgO、MgO·Al2O3  系氧化物中的1种或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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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MgO·Al2O3以个数比率计为50个数%以下)

本发明所涉及的不锈钢按照钢的Si、Al、Mg、Ca的含量，包含MgO、CaO-Al2O3-MgO、MgO·

Al2O3系氧化物之中的1种或2种以上。即使含有这些夹杂物之中的前2者也没有问题的理由

在于，MgO和CaO-Al2O3-MgO系氧化物不会附着在用于从连续铸造机中的中间包浇注到模具

的浸渍喷嘴的内壁上，不生成大型的附着沉积物，因此不产生表面缺陷。另一方面，第3者的

MgO·Al2O3附着在浸渍喷嘴上，大型化的附着沉积物脱落，与钢水一起被搬运至铸模内，通

过被凝固壳捕捉，可能成为表面缺陷的原因。但是，如果MgO·Al2O3的个数比率为50个数%以

下，则其附着倾向为轻度，可知表面缺陷的产生数被抑制。因此，MgO·Al2O3的个数比率被规

定为50个数%以下。

[0039] (CaO-Al2O3-MgO系氧化物的成分比为CaO：30~70%、Al2O3：10~60%、MgO：10~30%)

如果CaO-Al2O3-MgO系氧化物之中CaO、Al2O3、MgO的组成为上述的范围内，则保持熔融

状态，故而更优选。如果为该范围外，则显示出作为固体的行为，因此表现出在连续铸造机

中的浸渍喷嘴的内壁上附着的倾向，成为表面缺陷的原因。因此，CaO被规定为30~70%，Al2O3

被规定为10~60%，MgO被规定为10~30%。优选地，CaO为38~50%，Al2O3为20~45%，MgO为18~25%。

[0040] (MgO·Al2O3的构成成分比为MgO：10~40%、Al2O3：60~90%)

MgO·Al2O3是具有较为宽泛的固溶体的化合物，在上述的范围形成固溶体。基本上附

着在连续铸造机的浸渍喷嘴内壁上，导致表面缺陷，因此是应当避免的夹杂物。但是，如果

个数比率为50个数%以下，则减轻了附着，变得难以成为表面缺陷的原因，因此像这样进行

规定。

[0041] (SiO2+MnO+Cu2O+S)：0.1~10.0%)

此外，CaO-Al2O3-MgO系氧化物有时在其夹杂物颗粒内含有SiO2、MnO、Cu2O、S，优选以其

总计值(SiO2+MnO+Cu2O+S)达到0.1~10.0%的范围包含。

[0042] 其理由在于，如果(SiO2+MnO+Cu2O+S)为本发明的范围，则提高CaO-Al2O3-MgO系氧

化物的性质。即，由于不附着在连续铸造机的浸渍喷嘴的内壁上，因此不会大型化而产生表

面缺陷。此外，钢中的S如上所述，是在晶界偏析而形成低熔点化合物、阻碍热加工性的有害

元素，但通过将S固定在CaO-Al2O3-MgO系氧化物中，具有维持热加工性的效果。此外，Cu2O具

有切断Al2O3的结合网络而防止成簇、同时降低粘度的效果。

[0043] 从以上的观点出发，规定CaO-Al2O3-MgO系氧化物中包含的(SiO2+MnO+Cu2O+S)的

下限为0.1%。另一方面，在CaO-Al2O3-MgO系氧化物中包含大于10.0%的(SiO2+MnO+Cu2O+S)

的情况下，氧浓度大于本申请发明的0.0050%，形成非金属夹杂物变多的情况，产生表面缺

陷，因此规定上限为10%。

[0044] CaO和Al2O3夹杂物是最应当避免的夹杂物。说明其理由。

[0045] (CaO)

CaO夹杂物在连续铸造机的浸渍喷嘴的内壁上附着，附着沉积物大型化，由此导致表面

缺陷，因此是应当避免的夹杂物。

[0046] (Al2O3)

Al2O3夹杂物在连续铸造机的浸渍喷嘴的内壁上附着，附着沉积物大型化，由此导致表

面缺陷，因此是应当避免的夹杂物。

[0047] (制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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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发明中，还提出不锈钢的制造方法。所述方法如下：首先，用电炉将原料熔融，熔

炼含有Ni：30.0~38.0%、Cr：21.0~25.0%的不锈钢钢水，接着，使用AOD、VOD中的一者或两者

进行脱碳后，投入石灰、萤石，投入铁硅合金、Al中的一者或两者，使用包含CaO：50~70%、

SiO2：3~20%、MgO：3~15%、Al2O3：20%以下的CaO-SiO2-MgO-Al2O3-F系熔渣，对钢水进行精炼。

其后，出钢至铸桶中，进行温度调整以及成分调整，通过连续铸造机制造板坯。对所制造的

板坯的表面进行磨削，加热后，实施热轧而制造热带，进行退火、酸洗，去除表面的垢。最终

实施冷轧，制造薄板。由此，非金属夹杂物能够控制为MgO、CaO-Al2O3-MgO、MgO·Al2O3系氧

化物中的1种或2种以上，且能够将MgO·Al2O3的个数比率抑制为50%以下，因此能够得到表

面性状优异的不锈钢。

[0048] 本发明所涉及的不锈钢的制造方法中，如上所述在熔渣的组成方面具有特征。以

下，说明本发明中规定的熔渣组成的根据。

[0049] (CaO：50~70%、SiO2：3~20%)

熔渣中的CaO浓度和SiO2浓度是用于高效率地进行脱氧和脱硫、且进行夹杂物控制的

元素。如果CaO浓度大于70%，则熔渣中CaO的活度变高，(2)式的反应过度进行。因此，在钢水

中被还原的Ca浓度提高至大于0.0050%，生成CaO单独体的非金属夹杂物，如果在浸渍喷嘴

内附着夹杂物，则附着沉积物脱落，与熔融合金一起被搬运至铸模内，通过被凝固壳捕捉，

在最终产品中导致表面缺陷。因此，规定上限为70%。另一方面，如果CaO浓度低于50%，则不

进行脱氧、脱硫，无法将本发明中的S浓度、O浓度控制为规定的范围。因此，规定下限为50%。

此外，为了确保熔渣的最佳流动性，规定SiO2浓度为3~20%。

[0050] (MgO：3~15%)

熔渣中的MgO对于将钢水中包含的Mg浓度控制为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浓度范围而言是重

要的元素，同时是在将非金属夹杂物控制为本发明中优选的组成方面重要的元素。因此，熔

渣中的MgO需要为至少3%以上。另一方面，如果MgO浓度大于15%，则(1)式的反应过度进行，

钢水中的Mg浓度变高，在板坯中形成Mg气泡，因此在最终产品中导致表面缺陷。因此，规定

MgO浓度的上限为15%。熔渣中的MgO通过在AOD精炼、或者VOD精炼时使用的白云石砖或镁铬

砖在熔渣中溶出，从而达到规定的范围。或者，为了控制为规定的范围，可以添加白云石砖、

镁铬砖的废砖之中的一者或两者。

[0051] (Al2O3：低于20%)

如果熔渣中的Al2O3高，则MgO·Al2O3以个数比率大于50%生成。此外，还形成容易成簇

的Al2O3夹杂物，因此需要极力降低熔渣中的Al2O3浓度。因此，规定上限为20%。

[0052] (Cu2O：0.5%以下)

Cu是有价金属，如果在熔渣中以Cu2O形式包含，则降低了钢水中Cu的利用率。因此，熔

渣中包含的Cu2O设为0.5%以下。通过(3)式的反应而还原是有效的。

[0053] (F：1~10%)

F在进行熔渣精炼时，具有将熔渣保持为熔融状态的作用，因此需要添加至少1%以上。

如果F浓度低于1%，则熔渣不熔融，流动性变低。另一方面，如果F浓度提高至大于10%，则熔

渣的流动性显著变高，因此砖的溶损变得显著。因此，规定为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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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

[0054] 以下，提示实施例而使本发明的效果更明确。然而，本发明不仅限于以下的实施

例。用容量60吨的电炉，将铁镍、纯镍、铁铬、铁屑、不锈钢屑、Fe-Ni合金屑、Cu等作为原料而

熔融。部分钢种中，还添加Fe-Mo作为原料。其后，在AOD和VOD中的一者或两者中进行用于去

除C的氧气吹炼(氧化精炼)，投入石灰石和萤石，生成CaO-SiO2-Al2O3-MgO-F系熔渣，进一

步，投入FeSi合金和Al中的一者或两者，进行Cr还原，接着，进行脱氧。其后，进一步进行Ar

搅拌而进行脱硫。AOD、VOD中，加衬镁铬砖。其后，出钢至铸桶，进行温度调整以及成分调整，

通过连续铸造机制造板坯。

[0055] 所制造的板坯在对表面进行磨削后，实施热轧而制造热带。其后，进行退火、酸洗，

去除表面的垢。最终实施冷轧，制造板厚1mm的冷轧板。

[0056] 所得不锈钢的化学成分、和AOD或VOD精炼结束时的熔渣组成示于表1，非金属夹杂

物组成、夹杂物的形态和品质评价示于表2。在此，发明例1进行VOD精炼，发明例5在AOD后接

着通过VOD精炼，除此之外通过AOD精炼。应予说明，表中的-是无添加，因此表示分析限以

下。[   ]所示的数值表示为本发明的权利要求的范围外。应予说明，表2中存在虽然为发明

例但标注[  ]的例子，但它们不满足从属权利要求，而满足独立权利要求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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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应予说明，分析和评价如下述的(1)~(4)所述进行。

[0058] (1)合金的化学成分和熔渣组成：使用荧光X射线分析装置进行定量分析，合金的

氧浓度用不活泼气体脉冲熔融红外线吸收法进行定量分析。

[0059] (2)非金属夹杂物组成：在刚开始浇注后，对用中间包采集的样品进行镜面研磨，

使用SEM-EDS，随机测定20个尺寸5μm以上的夹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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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3)尖晶石夹杂物的个数比率：由上述(2)的测定的结果评价个数比率。

[0061] (4)品质评价：遍及全长地目视观察通过轧制而制造的上述冷轧板的表面，对表面

缺陷的个数进行计数。在品质评价时，未发现表面缺陷的记作◎，发现1~5个的表面缺陷的

记作○，发现6个以上的表面缺陷的记作×。

[0062] 发明例的1~10由于满足本发明的范围，在冷轧板的表面中，为未发现表面缺陷、或

发现1~5个表面缺陷的程度，能够得到良好的表面性状。

[0063] 发明例8中，Al浓度为0.009%，在范围内但低，因此脱氧略微不充分，来自熔渣的Ca

和Mg的供给不足，CaO-Al2O3-MgO系氧化物中的(SiO2+MnO+Cu2O+S)为10.2%，大于规定的范

围，O浓度变高，结果，发生存在若干因非金属夹杂物而导致的表面缺陷。

[0064] 发明例9中，Al浓度为0.012%，在范围内但低，因此脱氧略微不充分，来自熔渣的Ca

供给量不充分，因此生成MgO·Al2O3氧化物，其个数比率为45%，在范围内但高。其结果是，在

浸渍喷嘴的内壁上附着而大型化的物质被捕捉到钢中，由此存在若干表面缺陷。

[0065] 另一方面，比较例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因此大量产生表面缺陷。以下，针对各例进

行说明。

[0066] 比较例11中，Si浓度为0.01%、Al浓度为0.002%，均低于规定的范围，脱氧未充分进

行，来自熔渣的Mg和Ca的供给量不足，Ca无法在钢中利用。其结果是，CaO-Al2O3-MgO系氧化

物中的Al2O3高达78.5%、CaO-Al2O3-MgO系氧化物中的(SiO2+MnO+Cu2O+S)高达15.1%，同时O

浓度变高，其结果是，大量产生因非金属夹杂物而导致的表面缺陷。

[0067] 比较例12中，Si浓度为规定的范围内，但Al浓度为0.003%而低于规定的范围，因此

与比较例11同样地，脱氧未充分进行，来自熔渣的Ca和Mg的供给量不足，CaO-Al2O3-MgO系氧

化物中的(SiO2+MnO+Cu2O+S)高达14.3%，同时O浓度变高，其结果是，大量产生因非金属夹杂

物而导致的表面缺陷。

[0068] 比较例13中，Si浓度为1.25%、Al浓度为0.152%，均大于规定的范围而变高，因此脱

氧进一步进行，同时来自熔渣的Ca供给量增加，产生CaO单相的夹杂物，其结果是，在浸渍喷

嘴的内壁附着而大型化的物质被捕捉至钢中，由此大量产生表面缺陷。

[0069] 比较例14中，Si浓度为0.01%、Al浓度为0.004%，均低于规定的范围，因此脱氧未充

分进行，来自熔渣的Mg和Ca未充分供给，Mg在钢中无法利用。其结果是，产生Al2O3单相的夹

杂物，在浸渍喷嘴的内壁附着而大型化的物质被捕捉到钢中，由此大量产生表面缺陷。

[0070] 比较例15中，Al浓度为0.164%，高于规定的范围，因此脱氧进一步进行，同时来自

熔渣的Mg供给量增加，Mg浓度高达0.0075%，其结果是，在板坯中大量形成Mg气泡，大量产生

表面缺陷。

[0071] 比较例16中，Al浓度为0.004%，低于规定的范围，因此来自熔渣的Ca供给量不足，

生成MgO·Al2O3氧化物，其个数比率高达80%，其结果是，在浸渍喷嘴的内壁附着而大型化的

物质被捕捉到钢中，由此大量产生表面缺陷。

[0072] 比较例17与比较例16相比，不仅Al浓度低至0.004%，而且Si浓度低至0.01%，因此

脱氧未充分进行，来自熔渣的Ca供给量更加不足，生成MgO·Al2O3氧化物，其个数比率高达

60%，其结果是，在浸渍喷嘴的内壁附着而大型化的物质被捕捉到钢中，由此大量产生表面

缺陷。

[0073] 能够稳定地提供不锈钢，所述不锈钢能够耐受在严苛硫酸环境中使用的排烟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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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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