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270159.5

(22)申请日 2021.03.12

(71)申请人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213000 江苏省常州市中吴大道1号

    申请人 常州中天特钢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王礼银　苏振伟　黄云飞　周淼　

(74)专利代理机构 常州市英诺创信专利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32258

代理人 王志慧

(51)Int.Cl.

C22C 38/02(2006.01)

C22C 38/04(2006.01)

C22C 38/06(2006.01)

C22C 38/42(2006.01)

B21C 37/04(2006.01)

C22C 33/0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及

其制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冷镦钢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及其制造方

法。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的主要化

学成分范围为C：0.25～0.29％，Si：≤0.10％，

Mn：0.95～1.15％，Cr：0.40～0.50％，Al：0.020

～0.050％，P、S≤0.025％，Ni、Cu≤0.20％。制造

方法包括转炉冶炼工序、LF精炼工序、RH真空精

炼工序、方坯连铸工序、盘条轧制工序。通过优化

C、Mn、Cr等元素成分设计，结合控轧控冷方案，使

热轧盘条获得了较高的冷镦性能，C含量≥

0.25％，不添加B，满足了国外用户不退火生产特

殊10.9级高强度紧固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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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其特征在于：冷镦钢盘条化学成分为：按重

量百分数计为，C：0.25～0.29％，Si：≤0.10％，Mn：0.95～1.15％，Cr：0.40～0.50％，Al：

0.020～0.050％，P、S≤0.025％，Ni、Cu≤0.20％。

2.一种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转炉冶炼工

序、LF精炼工序、RH真空精炼工序、方坯连铸工序、盘条轧制工序；

转炉冶炼工序造高碱度渣并确保渣量充足，全程底吹氩搅拌，出钢温度≥1580℃，出钢

碳控制在0.08％～0.12％范围内，同时出钢P、S≤0.010％；出钢1/4开始依次加入脱氧剂、

合金、增碳剂、渣料；

LF精炼工序前期采用铝粒强化脱氧和脱硫，并使用铝线将Al含量一次调整到位；LF出

站前10分钟将所有元素调整至目标成分，LF精炼全程采用弱搅拌操作；

RH真空精炼工序，采用高真空度，并保证充足的时间，其中高空度要求<65Pa，时间要求

≥25min，RH破空后通过喂丝机喂入适量纯钙线，软吹时间≥20min；

方坯连铸工序连铸过热度控制在20～30℃，执行慢节奏恒拉速控制，二冷采用弱冷方

案；连铸过程采用碱性覆盖剂，做好大包水口与长水口之间的氩气保护，保持0.8～0.9Pa的

微正压；

盘条精轧机组采用800～840℃控制轧制，盘条终轧温度≤880℃，轧后820～840℃吐

丝。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轧

后通过斯太尔摩控冷线以0.6～0.8℃/s的冷却速度冷却至≤550℃，随后离开控冷线进入

PF线正常流转，冷却至≤100℃时增加防护外包装，并使用打捆机打捆。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在生产10.9级螺栓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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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冷镦钢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还涉

及一种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冷镦钢又称冷镦成型用钢，冷镦是在室温下采用一次或多次冲击加载使其成型，

用于生产螺钉，销钉，螺母等紧固件，广泛用于汽车、造船、设备制造、电子、家电、自行车、工

具、轻钢结构、建筑等行业。冷镦工艺可节省原料，降成本，而且通过冷作硬化提高工件的抗

拉强度，改善性能，冷镦用钢必须其有良好的冷顶锻性能，对钢材的表面质量要求严格，经

常采用优质碳钢，若钢的含碳钢大于0.25％，应进行球化退火热处理，以改善钢的冷镦性

能。目前我国国内应用较为广泛的冷镦钢盘条的钢种根据强度级别可分类为低碳优质碳素

结构钢、中碳优质碳素结构钢、低碳合金结构钢和中碳合金钢四类。冷镦钢行业通常将C含

量<0.25％的冷镦钢成为低碳冷镦钢，将C含量0.25～0.48％的冷镦钢成为中碳冷镦钢。

[0003] 高强度冷镦钢通常是指用于生产8.8级以上的螺栓类产品或8级以上的螺母类产

品，而随着紧固件行业自身及下游汽车、高铁、航空、风电、工程机械等行业的发展，高强度

紧固件逐渐成为行业成为主流。不同强度级别的紧固件需要选用不同的冷镦钢钢种，并采

用不同的加工工艺。通常6.8级以下的紧固件多采用非热处理型中碳和低碳冷镦钢制造，成

品紧固件无需淬火回火处理；而10.9级高强度紧固件用钢通常使用中碳合金钢或中碳硼

钢，经淬火+回火热热处理使机械性能达到要求。

[0004] 目前，国内多数钢厂提供中碳Cr‑Mo冷镦钢(代表性牌号包括ML35CrMo、SCM435、

SCM440、35CrMo、42CrMo等)、中碳Cr冷镦钢(代表性牌号包括ML40Cr、40Cr等)、中碳B冷镦钢

(代表性牌号包括10B33、10B30等)和低碳B冷镦钢四个系列，以满足下游用户10.9紧固件的

生产需求。

[0005] 在冷镦钢领域，C是影响热轧盘条冷镦成型能力的最主要元素，含碳量越高，钢的

强度越高，而塑性越低。实践证明，含碳量每提高0.1％，其屈服强度σs约提高27.4Mpa；抗拉

强度σb提高58.8～78.4Mpa。由此可见，钢中含碳量对于热轧盘条的冷镦成型性能的影响是

很大的。在生产实际中，对于冷镦和冷挤变形程度高达65％～80％的冷镦钢，当其含碳量大

于0.25％时，要求盘条在冷镦成型前必须要进行球化退火。

[0006] 在现有技术中，低碳含量的冷镦钢，虽然能生产10.9级各类紧固件，但由于含碳量

过低，难以满足对碳含量有特殊要求的出口冷镦钢的要求。而采用铌、钒复合微合金化的冷

镦钢，其虽然可以达到10.9级要求，但在其钢成分中，还需加入Nb、V价格昂贵的合金，将会

因为价格过高用户不接受。存在关于含碳量大于0.25％的中碳冷镦钢，免球化退火的方案，

但其热轧态的塑性不足，目前仅能用于生产10.9级外六角螺栓、六角螺母等紧固件，无法满

足法兰类紧固件的生产，并且在下游用户生产过程中的冷镦开裂率会升高。且往往还需要

加入B元素，例如CN110453150A‑一种Cr‑B系低碳高强度冷镦钢盘条及其制造方法中需要加

入硼元素，因为B可以显著提高钢的淬透性。另外，对成分有特殊要求的出口冷镦钢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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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添加B元素，一旦不允许加B，就会提高产品难度，这又使现有的很多技术无法满足生产

10.9级紧固件的要求。且为了满足其它国家的气候要求，如北美地区冬季温度较低，则还要

求紧固件能满足优异的抗低温冲击效果。

[0007] 所以，开发一种C含量相对较高，不添加B元素，不含Nb、V等贵重元素，热轧态冷镦

性能优越，满足国外用户不退火生产特殊要求10 .9级高强度紧固件的需求(C含量≥

0.25％，不添加B)，且符合国内钢企出口退税的政策要求的冷镦钢盘条，是目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通过优化C、Mn、Cr等元素成分设计，结合控轧控冷方案，

使热轧盘条获得了较高的冷镦性能，满足了冷镦钢盘条免退火生产特殊要求10.9级高强度

紧固件的需求(C含量≥0.25％，不添加B)，且符合国内钢企出口退税的政策要求，增强了国

内钢企出口竞争力。

[0009] 一种出口型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化学成分

设计、转炉冶炼工序、LF精炼工序、RH真空精炼工序、方坯连铸工序、盘条轧制工序。下面对

本发明的盘条制造方法做详细叙述。

[0010] 化学成分设计：

[0011] 本发明所述盘条化学成分设计按重量百分数计为C：0.25～0.29％，Si：≤0.10％，

Mn：0.95～1.15％，Cr：0.40～0.50％，Al：0.020～0.050％，P、S≤0.025％，Ni、Cu≤0.20％。

[0012] 本发明盘条化学成分相对于中碳Cr‑Mo冷镦钢取消了Mo元素的使用，降低了Cr含

量和C含量，提升了Mn含量；相对于中碳Cr冷镦钢降低了Cr含量和C含量，提升了Mn含量；相

对于中碳B冷镦钢取消了B元素的使用，降低了C含量，提高了Cr含量；相对于低碳B冷镦钢取

消了B元素的使用，提高了C含量，降低了Cr含量；

[0013] 综合来看，本发明盘条取消了Mo、B两个提高淬火性能的传统合金元素，保持了一

定量的Cr元素，同时匹配合理的C和Mn含量，这样的成分保证了钢的淬透性和淬硬性，是紧

固件淬火+回火后机械性能符合10.9级的基本条件。同时，本发明的成分设计满足了出口冷

镦钢盘条生产特殊要求10 .9级高强度紧固件的需求(紧固件化学成分要求：C含量≥

0.25％，不添加B)，且符合国内钢企出口退税的政策要求(Cr≥0.30％)。另外，本发明的化

学成分更利于热轧盘条获得均匀稳定的显微组织，进而得到优越的冷镦成型性能，为实现

免退火生产10.9级高强度紧固件提供了重要基础。

[0014] 转炉冶炼工序：

[0015] 转炉冶炼工序造高碱度渣(碱度R：6～9)并确保渣量充足可以充分埋弧，全程底吹

氩搅拌，出钢温度≥1580℃，出钢碳控制在0 .08％～0 .12％范围内，同时出钢P、S≤

0.010％；出钢1/4开始依次加入脱氧剂、合金、增碳剂、渣料；加入量以及类型是根据钢成分

进行的常规调整。

[0016] LF精炼工序：

[0017] LF精炼工序前期采用铝粒强化脱氧和脱硫，并使用铝线将Al含量一次调整到位；

LF出站前10分钟将所有元素调整至目标成分，LF精炼全程采用弱搅拌操作，弱搅拌的搅拌

气体流量为50～100L/min，搅拌气体为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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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RH真空精炼工序：

[0019] RH真空精炼采用高真空度，并保证充足的时间，其中高空度要求<65Pa，时间要求

≥25min。RH破空后通过喂丝机喂入50～80m/炉(一炉重量120吨)纯钙线，软吹时间≥

20min。

[0020] 方坯连铸工序：

[0021] 方坯连铸工序连铸过热度控制在20～30℃，执行慢节奏恒拉速控制，二冷采用比

水量0.30～0.40L/kg弱冷方案，拉速2.1～2.5m/min；连铸过程采用碱性覆盖剂，做好大包

水口与长水口之间的氩气保护，保持0.8～0.9Pa的微正压。

[0022] 盘条轧制工序：

[0023] 精轧机组采用800～840℃控制轧制，盘条终轧温度860～880℃，轧后820～840℃

吐丝。轧后通过斯太尔摩控冷线以0.6～0.8℃/s的冷却速度冷却至≤550℃，随后离开控冷

线进入PF线正常流转，冷却至≤100℃时增加防护外包装，并使用打捆机打捆。

[0024] 本发明的冷镦钢热轧盘条，满足了出口冷镦钢盘条生产特殊要求10.9级高强度紧

固件的需求(C含量≥0 .25％，不添加B)，且符合国内钢企出口退税的政策要求(Cr≥

0.30％)，国内钢企出口该盘条可以获得出口退税。本发明轧制的热轧冷镦钢盘条，经过冷

拉拔、冷镦成型、淬火+回火热处理，生产得到法兰螺栓、法兰螺母、内六角螺栓等10.9级各

类紧固件，在冷镦之前无需进行退火处理，降低了下游用户加工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出口型免退火10.9级紧固件用冷镦钢盘条HS‑10(Φ20.0mm)的具体成分

如下：

[0026] Wt，％

[0027] C Si Mn P S Cr Ni、Cu Al

0.25‑0.29 ≤0.10 0.95‑1.15 ≤0.025 ≤0.025 0.40‑0.50 ≤0.20 0.020‑0.050

[0028] 盘条制造流程：转炉冶炼工序—LF精炼工序—RH真空精炼工序—方坯连铸工序—

盘条轧制。

[0029] 实施例1

[0030] 1、成分设计

[0031] 化学成分设计按重量百分数计为C：0.25％，Si：0.05％，Mn：0.99％，，Cr：0.44％，

Al：0.037％，P：0.012％，S：0.011％，Ni：0.02％，Cu：0.09％。

[0032] 2、转炉冶炼

[0033] 转炉加入炼钢原料(炼钢原料为铁水、生铁和废钢，其中生铁占炼钢原料总重的

93％，废钢占炼钢原料总重的7％，炼钢原料的总装入量125t/炉)，冶炼转炉冶炼全程底吹

氩搅拌，出钢温度1590℃，出钢C控制在0.09～0.11％，出钢P、S≤0.010％；出钢1/4开始依

次加入脱氧剂、合金、增碳剂、渣料。

[0034] 3、LF精炼

[0035] LF精炼工序前期采用铝粒强化脱氧和脱硫，并使用铝线将Al含量一次调整到位；

LF出站前10分钟将所有元素调整至目标成分，随后立即出站，LF精炼全程采用弱搅拌操作。

[0036] 4、RH真空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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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RH真空精炼采用高真空度，并保证充足的时间，其中高空度要求<65Pa，时间

30min。RH破空后通过喂丝机喂入适量纯钙线，软吹时间25min。

[0038] 5、方坯连铸

[0039] 方坯连铸工序中包使用覆盖剂覆盖，连铸中包采用整体式塞棒中包，中包使用时

间8小时，水口直径35mm，水口使用时间6.5h，连铸过热度控制在27℃。执行拉速1.70m/min

恒拉速控制；结晶器采用电磁搅拌，其中电流240±10A，频率3±0.2Hz；二冷采用弱冷配水

模式，比水量0.45L/kg；连铸过程采用碱性覆盖剂，加强大包水口与长水口之间的氩气保

护，实际正压0.8～0.9Pa。

[0040] 6、盘条轧制

[0041] 盘条采用高速线材生产线轧制，轧后通过吐丝机吐丝成圈，进入斯太尔摩控冷线

上控制冷却。其中盘条精轧机组实际低温控轧温度805～832℃，实际吐丝温度821～835℃，

轧后控制冷却方案以0.65～0.76℃/s的冷却速度冷却至496～520℃离开控冷线。盘条集卷

后进入PF线正常流转，冷却至70～98℃时增加防护外包装，并使用打捆机打捆。

[0042] 实施例2

[0043] 将实施例1步骤1中化学成分替换为按重量百分数计为化学成分设计按重量百分

数计为C：0.29％，Si：0.09％，Mn：1.14％，，Cr：0.49％，Al：0.030％，P：0.010％，S：0.013％，

Ni：0.06％，Cu：0.10％，其他条件同实施例1。

[0044] 对比例1

[0045] 将实施例1步骤1中化学成分替换为按重量百分数计为C：0.33％，其他条件同实施

例1。

[0046] 对比例2

[0047] 将实施例1步骤1中化学成分替换为按重量百分数计为Mn：0.60％，其他条件同实

施例1。

[0048] 对比例3

[0049] 将实施例1步骤1中化学成分替换为按重量百分数计为Mn：1.50％，其他条件同实

施例1。

[0050] 对比例4

[0051] 将实施例1步骤1中化学成分替换为按重量百分数计为Cr：0.80％，其他条件同实

施例1。

[0052] 对比例5

[0053] 将实施例1步骤6中控制冷却方案替换为保温罩全部开启，以2.0℃/s冷却速度冷

却至≤550℃，其他条件同实施例1。

[0054] 对比例6

[0055] 将实施例1步骤6中控制冷却方案替换为开启风机风冷，以10℃/s冷却速度冷却至

≤550℃，其他条件同实施例1。

[0056] 本发明实施例与对比例盘条热轧态冷顶锻性能及热处理后(淬火温度870±10℃，

淬火保温时间40min，淬火介质为淬火油，回火温度450±10℃，回火保温时间30min)性能比

较如下表1：

[0057]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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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备注：1.盘条热轧态1/4冷顶锻性能合格，可保证不退火生产10.9级高强度紧固

件。

[0060] 2.  10.9级高强度紧固件要求抗拉强度≥1000MPa，屈服强度≥900Mpa，屈强比≥

0.8。

[0061] 3.根据用户反馈，‑30℃冲击吸收能量KU2
c/J值≥78时，螺栓抗低温冲击性能满足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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