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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高韧的凿岩钎具用钢及其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高韧的凿岩钎具用

钢及其生产方法，其化学成分及质量百分含量

为：C  0 .18%～0 .24%、Si  0 .80%～1 .20%、Mn 

2.30%～2.60%、Cr≤0.30%、Mo  0.30%～0.40%、Ni

≤0.30%、V  0.06%～0.12%、Al  0.010%～0.040%、

P≤0.020%、S≤0.015%、N  0.0050%～0.0080%，余

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本钢种不添加贵重合

金Ni和低淬透性元素Cr，通过提高Si、Mn、Mo、V等

合金元素的含量，显著提高了凿岩钎具钢的强

度、冲击韧性和淬透性，达到了凿岩钎具低成本、

锻造性能良好、高淬透性、高强度、高韧性的要

求。本方法采用“冶炼＋连铸＋连轧”的工艺生

产，生产流程简便，产品抗拉强度≥1450Mpa，冲

击Aku2≥60J；具有成本低、工艺简单、产品性能

稳定的特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CN 109338214 B

2021.06.22

CN
 1
09
33
82
14
 B



1.  一种高强高韧的凿岩钎具用钢，其特征在于，其化学成分及质量百分含量为：C 

0.18%～0.24%、Si  0.80%～1.20%、Mn  2.30%～2.60%、Cr≤0.30%、Mo  0.30%～0.40%、Ni≤

0 .30%、V  0 .06%～0 .12%、Al  0 .010%～0 .040%、P≤0 .020%、S≤0 .015%、N  0 .0050%～

0.0080%，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钢的抗拉强度≥1450Mpa、冲击Aku2≥60J；所述

钢由下述方法生产：包括连铸、加热、轧制和冷却工序；所述加热工序中，钢坯加热至1120～

1250℃，保温3～3.5h；所述轧制工序中，开轧温度1060～1120℃，终轧温度920～980℃；所

述冷却工序中，先空冷至380～500℃，再入坑缓冷。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高韧的凿岩钎具用钢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连铸、加热、轧制和冷却工序；所述连铸工序中钢坯的化学成分及质量百分含量为：C  0.18%

～0.24%、Si  0.80%～1.20%、Mn  2.30%～2.60%、Cr≤0.30%、Mo  0.30%～0.40%、Ni≤0.30%、V 

0.06%～0.12%、Al  0.010%～0.040%、P≤0.020%、S≤0.015%、N  0.0050%～0.0080%，余量为

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所述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20～1250℃，保温3～3.5h；

所述轧制工序：开轧温度1060～1120℃，终轧温度920～980℃；

所述冷却工序：先空冷至380～500℃，再入坑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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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高韧的凿岩钎具用钢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冶金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高强高韧的凿岩钎具用钢及其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矿石开采、基础施工、能源建设、交通道路发展等

建设工程领域对凿岩钎具的需求日益增多。凿岩钎具是工程建设领域中十分关键的机械零

部件，钎具的质量决定了施工过程中的进度及工作效率，因此对钎具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凿岩过程中，钎具本身承受着巨大的冲击、扭转以及外部磨损，工作条

件十分恶劣，造成凿岩钎具成为一种易损易耗品。目前传统的凿岩钎具一般采用SiMnMo、

SiMn、CrMo、CrNiMo等牌号的钢种。凿岩钎具大多使用中高碳钢，锻造性能较差，造成凿岩钎

具冲击韧性较低，使用寿命较短，而性能优良的凿岩钎具的用钢使用大量的贵重合金Ni，成

本较高。因此迫切需要一种低成本、锻造性能良好、高强高韧的凿岩钎具用钢。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低成本的高强高韧的凿岩钎具用钢；本发明

还提供了一种高强高韧的凿岩钎具用钢的生产方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化学成分及质量百分含量为：C  0 .18%～0.24%、Si 

0.80%～1.20%、Mn  2.30%～2.60%、Cr≤0.30%、Mo  0.30%～0.40%、Ni≤0.30%、V  0.06%～

0.12%、Al  0.010%～0.040%、P≤0.020%、S≤0.015%、N  0.0050%～0.0080%，余量为Fe和不可

避免的杂质。

[0005] 本发明各化学成分在钢中的作用机理为：

[0006] C：提高钢材硬度和强度的主要元素，C含量过低，材料在热处理后强度过低，无法

满足凿岩钎具用钢所需强度要求；C含量过高容易降低材料塑、韧性。

[0007] Si：显著强化铁素体，是保证强度的必须元素，过低强度不够；过高引起铁素体基

体变脆，韧性下降。

[0008] Mn：为珠光体形成元素，可降低相变温度，对强度和韧性均有良好作用；但Mn含量

过高则容易生成贝氏体，降低材料组织及硬度均匀性。

[0009] N：最经济有效的合金化元素，可以通过与Al结合形成AlN加强沉淀强化及细化晶

粒效果；但是N含量过高容易生成较多的AlN增大连铸坯裂纹敏感性，同时增加钢中TiN夹杂

的含量及尺寸，损害钢材韧性。

[0010] Al：与N结合细化晶粒，利于提高强韧性；但Al含量过高容易引起连铸时流动性变

差，连铸坯容易产生裂纹，增大钢的冶炼难度。

[0011] S：元素控制过高会降低钢的洁净度，恶化钢的性能。

[0012] P：增加钢的脆性，降低冲击性能，将P元素含量控制在不超过0.020%，可以防止降

低钢的综合性能。

[0013] Mo：强化化铁素体，提高钢的强度和硬度，降低钢的临界冷却速度，提高钢的淬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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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高钢的耐热性和高温强度，提高钢的耐磨性。钼加入钢中，也能使钢表面钝化，提高钢

的抗蚀性与防止点蚀倾向等。

[0014] V：钢中常见添加的微合金元素，它可以细化组织晶粒、提高强度和韧性，钒与碳形

成的碳化物，在高温下可提高抗氢腐蚀能力，VC是典型的高熔点、高硬度、高弥散度碳化物，

是强烈提高耐磨性的元素，对凿岩钎具提高使用寿命特别有用。

[0015] 本发明方法包括连铸、加热、轧制和冷却工序；所述连铸工序中钢坯的化学成分及

质量百分含量如上所述。

[0016] 本发明方法所述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20～1250℃，保温3～3.5h。

[0017] 本发明方法所述轧制工序：开轧温度1060～1120℃，终轧温度920～980℃。

[0018] 本发明方法所述冷却工序：先空冷至380～500℃，再入坑缓冷。

[001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0] 1、本发明不添加贵重合金Ni，可有效降低合金成本。2、本发明不添加低淬透性元

素Cr，通过添加Mn合金代替Cr合金，提高钢的强度，增加凿岩钎具钢的淬透性。3、本发明通

过添加Al形成AlN粒子，细化晶粒，提高强度的同时不损害钢的韧性。4、本发明通过添加Mo

提高了微合金元素(V、Ti)在奥氏体中的固溶度，促进微合金碳氮化物在铁素体中的析出，

提高钢的强度。Mo能够融入铁素体中析出的微合金碳氮化物的晶格中，形成（V，Mo）（C，N）,

从而增强了沉淀强化作用，提高钢的耐热性和高温强度。钼加入钢中，也能使钢表面钝化，

提高钢的抗蚀性与防止点蚀倾向等。5、本发明通过添加微合金元素V与碳形成的碳化物，它

可以细化组织晶粒、提高强度和韧性，在高温下可提高抗氢腐蚀能力，VC是典型的高熔点、

高硬度、高弥散度碳化物，是强烈提高耐磨性的元素，对凿岩钎具提高使用寿命特别有用。

6、通过Al、Mo和V的复合作用，显著提高了普通凿岩钎具钢的抗拉强度、冲击韧性、耐磨性，

达到了凿岩钎具高强高韧、耐磨性的要求。综上所述，本发明不添加贵重合金Ni和低淬透性

元素Cr，通过提高Si、Mn、Mo、V等合金元素的含量，显著提高了凿岩钎具钢的强度、冲击韧性

和淬透性，达到了凿岩钎具低成本、锻造性能良好、高淬透性、高强度、高韧性的要求。

[0021] 本发明方法采用“冶炼＋连铸＋连轧”的工艺生产，生产流程简便，产品抗拉强度

≥1450Mpa，冲击Aku2≥60J；具有成本低、工艺简单、产品性能稳定的特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3] 实施例1－12：高强高韧的凿岩钎具用钢及其生产方法采用下述工艺。

[0024] （1）冶炼工序：包括有转炉冶炼、LF精炼和VD真空处理过程；转炉冶炼的出钢过程

中加入锰铁31.6～33.7kg/t，加入硅铁17.6～19.4kg/t，钼铁5.7～6.4kg/t；LF精炼过程

中，钢包内加入钒铁1 .1～2 .6kg/t钢；VD真空处理过程中，脱气处理后喂入铝丝0.1～

0.5kg/t钢。各实施例冶炼工序的工艺参数见表1。

[0025] 表1：冶炼工序的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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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0027] （2）连铸、加热、轧制和冷却工序：所述连铸工序中，钢水经连铸得到钢坯，所述钢

坯的化学成分及质量百分含量见表2。所述加热工序中，钢坯加热至保温温度1120～1250

℃，保温时间3～3.5h；为防止奥氏体晶粒过分长大在对钢坯的加热过程要严格控制加热温

度及保温时间。所述轧制工序，开轧温度1060～1120℃，终轧温度920～980℃。所述冷却工

序中，钢坯经加热、轧制后，先空冷至380～500℃，再入坑缓冷至室温。各实施例所述加热、

轧制和冷却工序的工艺参数见表3。

[0028] 表2：钢坯的化学成分（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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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0030] 表2中，化学成分的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31] 表3：加热、轧制和冷却工序的工艺参数

[0032]

[0033] （3）性能检测：对实施例1－12所得钎具用钢产品进行力学性能检测，检测结果见

表4。

[0034] 表4：力学性能检测结果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9338214 B

6



[0035]

[0036] 由表4中产品性能检测结果可知实施例1‑12中凿岩钎具用钢产品抗拉强度≥

1450Mpa，冲击Aku2≥60J，满足了凿岩钎具低成本、锻造性能良好、高淬透性、高强度、高韧

性的要求，且产品性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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