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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主要属于热处理工艺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碳化物方

法。所述方法将刀具刃部加热到奥氏体化温度以

上保温一段时间后出炉，对刀具刃部施加多道次

的辊锻，随后进行再结晶退火和二次淬火，有效

细化了刀具刃部一次碳化物和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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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碳化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刀具刃部加热

到奥氏体化温度以上保温一段时间后出炉，对刀具刃部施加多道次的辊锻，随后进行再结

晶退火和二次淬火，以细化刀具刃部晶粒和一次碳化物；

所述方法具体为：

将刀具刃部加热到1000℃‑1075℃，保温5‑10分钟后出炉辊锻，使刀刃厚度减小到1.0‑

1.5mm，随后空冷至室温；

将辊锻后的刀具进行再结晶退火，退火温度为750‑800℃，保温2‑3小时；退火后的刀刃

部分进行二次淬火后空冷，完成对刀具刃部晶粒和一次碳化物的细化；

所述辊锻的条件为：辊锻温度为600‑750℃，辊锻的道次为5‑7次，

其中，所述不锈钢刀具的刀坯采用高碳马氏体不锈钢加工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碳化物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二次淬火条件为：将刀刃加热到1000‑1075℃，保温5‑10分钟后空冷。

3.根据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一种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碳化物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经过细化处理，刀具刃部晶粒的平均粒径小于3.5μm；且刀具刃部面积介于3‑8

μm2之间的一次碳化物被打碎。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588383 B

2



一种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碳化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属于热处理工艺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

碳化物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高品质刀具市场几乎被德国、日本、瑞士等刀剪强国垄断，这主要是由

于国产刀具在锋利性能和使用寿命方面跟国外刀具还有较大差距。刀具的锋利度主要取决

于钢材的硬度和刃口的几何形状。刀具的使用寿命主要取决于刀刃的强韧性、耐磨性。

[0003] 高品质刀具一般通过提高碳和合金元素含量来增加刀刃的硬度和耐磨性，实现刀

具的极致锋利度，但是，随着碳和合金元素含量的提高，钢液凝固过程中极易析出一次碳化

物，析出的一次碳化物会消耗大量的碳和合金元素，不仅降低了钢材的强度，而且使刀刃脆

性显著增加。

[0004] 目前，在高品质刀具用钢中一次碳化物控制方面，国内外并没有相关技术报道。现

有技术中对高品质刀具用钢中一次碳化物控制方面，提出的调控措施包括电渣重熔、热轧、

高温扩散退火等工艺的改进，有效减小了一次碳化物总量并降低了一次碳化物尺寸。但是，

成品刀具中仍然存在少量的一次碳化物。如果一次碳化物存在于刀刃部分，极易造成刀具

的崩刃，降低刀具的使用寿命。

[0005] 在刀剪制备领域，没有利用辊锻工艺细化刀刃晶粒和一次碳化物的报道。传统制

刀工艺中，刀具淬火后直接磨到指定厚度后开刃。此种磨制工艺无法进一步控制刀刃晶粒

尺寸和一次碳化物，对刀刃强韧性无任何作用，而且磨制过程费时费力，磨损余料利用率

低。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碳化物的方

法。本发明目的是通过细晶强化的方式同时提高钢材强度和韧性，提高刀具锋利度；通过细

化一次碳化物，降低了刀具崩刃风险，提高刀具使用寿命。

[0007]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一种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碳化物的方法，将刀具刃部加热到奥氏体化

温度以上保温一段时间后出炉，对刀具刃部施加多道次的辊锻，随后进行再结晶退火和二

次淬火，以细化刀具刃部晶粒和一次碳化物。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不锈钢刀具的刀坯采用高碳马氏体不锈钢加工而成。进一步地，所

述方法具体为：

[0010] 将刀具刃部加热到1000℃‑1075℃，保温5‑10分钟后出炉辊锻，使刀刃厚度减小到

1.0‑1.5mm，随后空冷至室温；

[0011] 将辊锻后的刀具进行再结晶退火，退火温度为750‑800℃，保温2‑3小时；退火后的

刀刃部分进行二次淬火后空冷，完成对刀具刃部晶粒和一次碳化物的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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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在该方法中，通过辊锻在将刀刃部分锻造到指定厚度的前提下，有效打碎刀刃微

观组织中平均面积在(3‑8μm2)之间的一次碳化物以及能够有效打碎晶粒产生新晶粒，降低

了刀具崩刃风险，并且辊锻过程产生了大量位错处形核；本发明中辊锻的作用机理主要为：

物理打碎一次碳化物和晶粒，并有利于在后续的辊锻热处理过程中实现晶粒再结晶，从而

细化晶粒。

[0013] 正是由于前面多道次的辊锻处理，产生了大量的位错、破碎的晶粒、破碎的一次碳

化物，这样在退火过程中，晶粒在位错、破碎一次碳化物和晶粒基础上发生再结晶，实现细

化晶粒的效果。进一步减小了刀刃处晶粒尺寸，获得马氏体基体上分布有细小弥散碳化物

的微观组织。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辊锻的条件为：辊锻温度为600‑750℃，辊锻的道次为5‑7次。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二次淬火条件为：将刀刃加热到1000‑1075℃，保温5‑10分钟后空

冷。

[0016] 进一步地，经过细化处理，刀具刃部晶粒的平均粒径小于3.5μm；且刀具刃部面积

介于3‑8μm2之间的一次碳化物被打碎。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0018] 1)本发明所述方法有效细化了刀刃部分晶粒尺寸，进而能够提高刀具强度和韧

性，以及提高刀具锋利度；

[0019] 2)本发明所述方法细化了刀刃区域一次碳化物，降低了刀具崩刃风险，提高了刀

具使用寿命；

[0020] 3)本发明所述方法相比于通过传统磨制工艺将刀刃减薄到指定厚度，辊锻工艺提

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工匠劳动负担；

[0021] 4)传统工艺刀刃减薄后的钢材碎屑需要用磁铁回收，而本发明所述方法利用辊锻

工艺获得的刀刃减薄后余料可直接剪切回收，回收快捷且回收率高。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碳化物的方法工艺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辊锻热处理工艺对一次碳化物(平均面积在3‑8μm2之间)总

面积和平均数量统计图；

[0024] 图3(a)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辊锻热处理前一次碳化物图；

[0025] 图3(b)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辊锻热处理后一次碳化物图；

[0026] 图4(a)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辊锻热处理前刀刃晶粒尺寸示意图；

[0027] 图4(b)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辊锻热处理后刀刃晶粒尺寸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辊锻热处理并二次淬火后刀刃最终微观组织。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描述。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0] 相反，本发明涵盖任何由权利要求定义的在本发明的精髓和范围上做的替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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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等效方法以及方案。进一步，为了使公众对本发明有更好的了解，在下文对本发明的细

节描述中，详尽描述了一些特定的细节部分。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没有这些细节部分的

描述也可以完全理解本发明。

[003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碳化物的方法，所

述方法通过将刀具刃部加热到奥氏体化温度以上保温一段时间后出炉，对刀具刃部施加多

道次的辊锻，随后进行再结晶退火和二次淬火，有效细化刀具刃部一次碳化物和晶粒，降低

了刀具崩刃风险，同时提高刀刃强韧性和锋利度。

[0032] 所述方法包括：

[0033] S1:将刀刃加热到1000‑1075℃保温5‑10分钟后出炉辊锻，辊锻温度为600‑750℃

左右，经过5‑7道次辊锻，使刀刃厚度降低到1.0‑1.5mm，随后空冷至室温。

[0034] S2：将辊锻后的刀具进行再结晶退火，退火温度为750‑800℃，保温2‑3小时；退火

后的刀刃部分进行二次淬火。二次淬火工艺为：将刀刃重新加热到1000‑1075℃保温5‑10分

钟后空冷。

[0035] 图2为辊锻热处理工艺对一次碳化物(平均直径在3‑8μm2之间)总面积和平均数量

统计图；可见，辊锻工艺使尺寸介于3‑8μm2的一次碳化物总面积和总数量减少。图3(a)和图

3(b)为辊锻前后碳化物变化示意图。可见，辊锻前，微观组织中明显存在聚集状的平均面积

介于3‑8μm2的一次碳化物，而辊锻后，微观组织中几乎看不到面积大于3μm2的一次碳化物。

证明辊锻工艺能够有效打碎尺寸介于3‑8μm2的一次碳化物。

[0036] 图4(a)和图4(b)为辊锻工艺对刀刃晶粒尺寸的影响效果图，表1为辊锻工艺对刀

刃晶粒尺寸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辊锻处理后，刀刃晶粒尺寸明显细化。

[0037] 表1辊锻工艺对刀刃晶粒尺寸的统计

[0038]

[0039] 图5为经过本实施例所述细化不锈钢刀具刃部晶粒及一次碳化物的方法处理后刀

刃最终微观组织。可见刀刃最终微观组织：马氏体基体上分布有细小弥散的二次碳化物，几

乎无面积大于3μm2的一次碳化物。

[0040] 实施例2

[0041] 将经过电渣重熔、热轧、球化退火、冷轧、退火后的8Cr13MoV马氏体不锈钢加工成

刀坯后，具体的辊锻热处理工艺如下：

[0042] (1)将刀坯刃部加热到1050℃保温5分钟，出炉空冷到650℃后对刀刃部分进行5道

次辊锻，使刃部厚度由2.5mm减薄至1.3mm，随后空冷至室温。

[0043] (2)将辊锻后的刀坯升温至780℃，保温2小时，进行再结晶退火。随后，将刀刃部分

重新加热到1050℃保温5分钟空冷，进行二次淬火。

[0044]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较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进行的通常变化和替换都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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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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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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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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