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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

机用无取向电工钢及其生产方法，成分：C≤

0.004％，Si：0 .9-1 .9％，Mn：0 .3-0 .7％，Als：

0 .3-1 .5％，S≤0 .005％，P≤0 .04％，N≤

0.004％，Ti≤0.004％，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

杂质。本发明通过合适的Si、Al等元素成分设计，

合金元素含量降低，结合合理的炼钢、热轧、冷轧

工艺相配合，成品磁性能铁损低、磁感高，屈服强

度和抗拉强度低，且硬度低，生产出电工钢性能

能够满足采用缠绕式加工方式生产电动自行车

电机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电机效率，同时改善电

机定子加工性，能降低模具的加工阻力。且厚度

比标准厚度薄，进一步改善缠绕加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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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产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钢水连续浇铸成连铸坯；

2)连铸坯不经冷却直接入加热炉；

3)将铸坯热轧、卷取，自然冷却至常温；

4)经过常化酸洗线；

5)冷轧；

6)退火；

步骤4)中常化温度控制在940-1050℃之间，常化时间2-5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钢水连续浇铸成220-260mm

的连铸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加热炉温度控制在1050-

1300℃，加热及保温总时间不低于21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铸坯热轧为厚度为2.0-

2.5mm厚度的热轧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轧制过程中，终轧温度820-

92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卷取温度为520-65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所述冷轧具体为：采用一次冷

轧法经过5-6道次轧制，冷轧总压下率77.5-82％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所述退火在连续退火炉中进

行，退火温度为930-1000℃，退火时间为0.3-2min。

9.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生产的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

其特征在于，所述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含有以下重量百分比成分：

C≤0.004％，Si：0.9-1.9％，Mn：0.3-0.7％，Als：0.3-1.5％，S≤0.005％，P≤0.04％，N

≤0.004％，Ti≤0.004％，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其特征在于，Mn、

S含量满足Mn/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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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材料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

电工钢及其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电动自行车电机领域的发展，电动自行车定子生产时采用的缠绕式

加工方式，可以大幅度提高硅钢产品的利用率，电动自行车电机对硅钢磁性能要求越来越

高的同时，对硅钢的机械性能指标也提出了要求，特别是近年来客户根据自身设备的加工

能够条件对硅钢提出了个性化的需求：更好的加工缠绕成型性。

[0003] 目前该行业普遍采用的电工钢牌号有50W470、50W600系列，一些大功率电机也有

采用35W300系列。随着电动自行车电机领域的发展，对电机效率的提升、电机电流的降低、

电机扭矩的增大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电工钢的磁性能和机械性能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要

求。特别是在采用缠绕式加工方式生产电机定子时在要求低强度的同时，还要求低铁损和

高磁感，通过Si、Al含量的增加在降低铁损的同时，产品的磁感也会相应的降低，所以不能

单纯的通过Si、Al含量的调整。

[0004] 查阅国内外相关专利，更多通过成分控制提高电工钢磁感，达到高效电工钢目的；

为提高电动自行车电机效率，专利号CN2553558Y“电动自行车专用电机硅钢片”通过提供一

种新结构尺寸电工钢片。无电动自行车电机专用电工钢的相关专利，更无非标准厚度电工

自行车专用电工钢的专利申报。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采用添加

合适的Si、Al等元素含量，并通过热轧及后工序配合，获得0.45mm厚度，P1 .5/50≤2.90W/kg，

B50≥1.72T，硬度HV1控制在145-160，屈服强度控制在235-260MPa，抗拉强度控制在390-

410MPa，一种满足电动自行车电机用硅钢磁性能需求，且加功能性优异的电工钢产品。

[0006] 本发明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的生产

方法。

[0007] 本发明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钢水连续浇铸成连铸坯；

[0010] 2)连铸坯不经冷却直接入加热炉；

[0011] 3)将铸坯热轧、卷取，自然冷却至常温；

[0012] 4)经过常化酸洗线；

[0013] 5)冷轧；

[0014] 6)退火。

[0015] 进一步的，步骤1)中，连铸过程使用电磁搅拌；钢水连续浇铸成220-260mm的连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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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

[0016] 步骤2)中，加热炉温度控制在1050-1300℃，加热及保温时间总时间不低于

210min；

[0017] 步骤3)中铸坯热轧为厚度为2.0-2.5mm厚度的热轧板。

[0018] 步骤3)中，轧制过程中，终轧温度820-920℃；

[0019] 进一步的，步骤3)中，卷取温度为520-650℃。

[0020] 步骤4)中常化温度控制在940-1050℃之间，常化时间2-5min。

[0021] 进一步的，常化后带钢采用盐酸酸洗，酸洗温度控制在65-90℃；

[0022] 步骤5)所述冷轧具体为：采用一次冷轧法经过5-6道次轧制，冷轧总压下率77.5-

82％之间，成品目标厚度为0.45mm；

[0023] 步骤6)所述退火在连续退火炉中进行，退火温度为930-1000℃，退火时间为0.3-

2min，退火气氛为N2和H2混合气。

[002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采用上述方法生

产，所述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含有以下重量百分比成分：

[0025] C≤0.004％，Si：0.9-1 .9％，Mn：0.3-0 .7％，Als：0.3-1 .5％，S≤0.005％，P≤

0.04％，N≤0.004％，Ti≤0.004％，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26] 优选的，其中Mn、S含量满足Mn/S≥60，可防止沿晶界形成低熔点的FeS所引起的热

脆现象，改善热轧塑性，同时可促使{100}和{110}组分加强，{111}组分减弱，提高磁性能。

[0027] 各元素在钢中的作用如下：

[0028] C：C为有害元素，会扩大γ相区，使相变温度降低，迫使成品退火温度降低，晶粒长

大不充分，提高硅钢产品的铁损，考虑目前连续退火炉内气氛多为干气氛，无法起到脱碳效

果，因此C含量应控制在不高于0.005％，尽量控制在不高于0.004％；

[0029] Si：Si元素是对电工钢磁性能影响最重要的合金元素，Si元素的存在可降低铁损，

但同时磁感B也会降低，硅钢成品的脆性和硬度也会升高，冷轧加工性变差，所以本发明中

Si含量控制上限为1.9％；

[0030] Mn：Mn元素具有抑制加热过程中的热脆现象，与S形成MnS，可防止热脆现象，改善

热轧塑性，但Mn含量不易过高，过高的Mn含量会导致经济性降低，因此本发明中Mn控制在

0.3-0.7％之间即可。

[0031] P：在硅钢中，P元素具有晶界偏聚作用，会容易产生脆化现象，严重恶化产品弯曲

次数，因此P含量不易过高，需控制在不高于0.04％；

[0032] Als：Al也是对电工钢磁性能最重要的合金元素之一，Al元素对电工钢脆性的影响

程度比Si的影响程度要小。此外Al的存在可以提高对磁感有利的{100}组分，因此Al含量不

小于0.3％，但考虑到加工性的问题，Al含量上限1.5％；

[0033] S：S元素的升高，铁损明显升高，主要考虑到与Mn元素形成MnS对热脆性的影响，S

含量需控制在不高于0.005％；

[0034] N：N元素和S元素一样，会增加电工钢的铁损，因此N含量也应该控制在0.004％以

下；

[0035] Ti：从炼钢成本和可操作性的角度，钢中的Ti含量应控制在0.004％以下；

[0036] 本发明通过合适的Si、Al等元素成分设计，合金元素含量降低，同时结合合理的炼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1455150 A

4



钢、热轧、冷轧工艺相配合，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0037] 1)P1.5/50≤2.90W/kg、B50≥1.72T，磁性能具备低铁损、高磁感的特性；

[0038] 2)0.45mm厚度，进一步改善缠绕加工性；

[0039] 3)硬度HV1控制在145-160，屈服强度控制在235-260MPa，抗拉强度控制在390-

410MPa，产品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低，且硬度低，有助于降低模具缠绕加工阻力，且便于缠

绕加工时成型。

[004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主要通过成分配比设计，配合连铸、热轧、常化、冷轧和连

续退火等工艺优化协同调控，生产的成品磁性能铁损低、磁感高，且硬度低、抗拉强度低，生

产出电工钢性能能够满足采用缠绕式加工方式生产电动自行车电机的要求。本发明能够进

一步提高电机效率，同时改善电机定子加工性，能够降低模具的加工阻力。且厚度为非国家

标准厚度的电动车电机用电工钢产品，厚度比标准厚度薄，进一步改善缠绕加工性。

附图说明

[0041] 图1为实施例2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成品涂层形貌；

[0042] 图2为实施例1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成品显微组织。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通过对最优实施例的描述，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4] 实施例1

[0045] 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钢水经冶炼后连铸成230mm厚度的板坯，连铸过程使用电磁搅拌；连铸坯直接进入

加热炉加热，加热炉温度1150℃，加热保温时间220min，经7道次热轧至2.3mm，终轧温度850

℃，卷取温度630℃，自然冷却至常温。后续经经过常化酸洗，常化采用氮气保护，常化温度

980℃，时间2 .5min，常化后酸洗，酸洗温度85℃；采用5道次冷轧至0 .45mm，总压下量

80.4％；退火在连续退火炉中进行，退火温度970℃、保温时间70s，炉内连退气氛为氮气和

氢气混合气体，氢气体积含量27％，退火后钢带进行涂层，半有机厚涂层的膜重为0.95g/

m2，获得0.45mm厚度的电工钢成品。

[0047] 连铸坯的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为C：0.0035％，Si：1.70％，Mn：0.35％，P：0.032％，

Als：0.76％，S：0.0031％；Ti：0.0035％，N:0.0030％，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48] 实施例1成品金相照片见图2。

[0049] 按照上述工艺制成的电工钢成品的铁损P1 .5/50为2.85W/Kg，磁感B50为1.73T，屈服

强度246MPa，抗拉强度控制在398MPa，硬度HV1为157。

[0050] 实施例2

[0051] 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2] 钢水经冶炼后连铸成230mm厚度的板坯，连铸过程使用电磁搅拌；连铸坯直接进入

加热炉加热，加热炉温度1170℃，加热保温时间230min，经7道次热轧至2.22mm，终轧温度

850℃，卷取温度650℃，后续经常化酸洗，常化采用氮气保护，常化温度970℃，时间2.5min，

常化后酸洗，酸洗温度85℃；采用5道次冷轧至0.45mm，总压下量79.7％；退火在连续退火炉

中进行，退火温度970℃、保温时间70秒，炉内连退气氛为氮气和氢气混合气体，氢气体积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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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27％，退火后钢带进行涂层，半有机厚涂层的膜重为0.93g/m2，获得0.45mm厚度的电工钢

成品。

[0053] 连铸坯的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为C：0.0035％，Si：1.80％，Mn：0.35％，P：0.032％，

Als：0.81％，S：0.0032％；Ti：0.0035％，N:0.0030％，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成品硅

钢表面涂层形貌见图1。

[0054] 按照上述工艺制成的电工钢成品的铁损P1.5/50为2.79W/Kg，磁感B50为1.735T，屈服

强度252MPa，抗拉强度控制在407MPa，硬度HV1为161。

[0055] 实施例3

[0056] 一种非标厚度电动自行车电机用无取向电工钢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钢水经冶炼后连铸成230mm厚度的板坯，连铸过程使用电磁搅拌；连铸坯直接进入

加热炉加热，加热炉温度1200℃，加热保温时间230min，经7道次热轧至2.50mm，终轧温度

870℃，卷取温度640℃。后续经常化酸洗，常化采用氮气保护，常化温度960℃，时间3.0min，

常化后酸洗，酸洗温度85℃；采用5次冷轧至0.45mm，总压下量82％；退火在连续退火炉中进

行，退火温度950℃、保温时间75秒，炉内连退气氛为氮气和氢气混合气体，氢气体积含量

27％，退火后钢带进行涂层，半有机厚涂层的膜重为0.95g/m2；获得0.45mm厚度的电工钢成

品。

[0058] 连铸坯的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为C：0.0035％，Si：1.65％，Mn：0.35％，P：0.032％，

Als：0.79％，S：0.0032％；Ti：0.0035％，N:0.0028％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59] 按照上述工艺制成的电工钢成品的铁损P1 .5/50为2.89W/Kg，磁感B50为1.72T，屈服

强度241MPa，抗拉强度控制在390MPa，硬度HV1为147。

[0060] 对比例1

[0061] 一种无取向电工钢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2] 钢水经冶炼后连铸成230mm厚度的板坯，连铸过程使用电磁搅拌；连铸坯直接进入

加热炉加热，加热炉温度1200℃，加热保温时间230min，经7道次热轧至2.60mm，终轧温度

870℃，卷取温度650℃。后续经常化酸洗，常化采用氮气保护，常化温度930℃，时间3.0min，

常化后酸洗，酸洗温度85℃；采用5次冷轧至0.45mm，总压下量82.6％；退火在连续退火炉中

进行，退火温度920℃、保温时间75秒，炉内连退气氛为氮气和氢气混合气体，氢气体积含量

27％，退火后钢带进行涂层，，获得0.45mm厚度的电工钢成品。

[0063] 连铸坯的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为C：0.005％，Si：1.4％，Mn：0.40％，P：0.05％，

Als：0.4％，S：0.0045％；Ti：0.0048％，N:0.005％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64] 按照上述工艺制成的电工钢成品的铁损P1.5/50为3.35W/Kg，磁感B50为1.73T，屈服

强度225MPa，抗拉强度控制在347MPa，虽产品力学强度低，但铁损偏高，无法满足电动自行

车用无取向电工钢磁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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