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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耐高温、抗硫腐蚀、抗冲刷

耐磨合金板材的制造方法，目的是通过采取双真

空冶炼、由快锻机开坯、后经板材轧制成品；其中

合金的热加工采取热轧温度控制在1130℃～

1150℃，单道次压下量控制在3％～5％，终轧温

度控制在950℃以上，以及适当的软包套手段，来

消除热加工裂纹的。本发明的有益处在于：解决

了变形高温合金板材热加工过程中极易产生裂

纹的技术质量问题，填补了国产变形高温合金板

材生产的工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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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高温、抗硫腐蚀、抗冲刷耐磨合金板材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的

工艺路线：真空感应炉冶炼→真空自耗炉冶炼→2000t快锻机开坯→坯料精整→1400mm热

轧机轧制→1200mm热轧机轧制→板材成品固溶→碱洗→酸洗→矫直→定尺切割→包装；

具体工艺措施：

1)冶炼

合金采用双真空冶炼工艺生产，成品化学成分：碳：0.70％～1.00％、铬:30 .00％～

32.00％、钨:5.00％～6.00％、钼不大于1.00％、铁:0.5％～1.0％、镍：2.0％～3.0％、硅不

大于1.00％、锰不大于1.00％、硫不大于0.003％、磷不大于0.005％、镁不大于0.005％、钴

基体。

2)2000t快锻开坯

锻造开坯尺寸为70mm×400mm×900mm板坯，锻造开坯过程中要求单锤压下控制在5mm

～10mm之间，单火次压下量控制在10％以内，过程中对钢锭进行软包套，保证锻造终锻温度

不小于950℃；

3)坯料精整

对板坯进行表面精整处理，采用粒度30的砂轮进行全表面打磨，必要时可采取表面刨

光处理，确保板坯表面质量满足后续轧制要求；

4)板材轧制

板坯热轧板材的加热温度控制在1130℃～1150℃，热轧加热过程中保证炉内为还原火

气氛，避免板材表面严重氧化，热轧单道次压下量控制在3％～5％，热轧终轧温度控制在

950℃以上；

5)板材成品固溶

板材成品固溶温度控制在1200℃～1230℃之间；空冷处理的时间根据4min/mm厚度计

算；

6)碱洗

板材成品固溶后进行碱洗，洗掉表面的氧化铁皮类缺陷，碱的配比如下：NaNO3：NaOH＝

1：4；碱液温度450℃～500℃之间；

7)酸洗

板材成品经碱洗后，酸洗表面，硫酸H2SO4比例控制在25％～30％之间；二价铁离子Fe2+

控制在5g/L～20g/L；

8)矫直

板材成品采取多辊矫直，矫直1道次～3道次，要求矫直后板面平整，平直度达到用户要

求；

9)定尺切割

切割方式为水切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耐高温、抗硫腐蚀、抗冲刷耐磨合金板材的制造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热轧机轧制板材的加热温度为1130℃，终轧温度在950℃～970℃之间，单道次

压下量在3％～3.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耐高温、抗硫腐蚀、抗冲刷耐磨合金板材的制造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热轧机轧制板材的加热温度为1150℃，终轧温度控制在980℃～10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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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道次压下量控制在4.5％～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耐高温、抗硫腐蚀、抗冲刷耐磨合金板材的制造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热轧机轧制板材的加热温度为1140℃，终轧温度控制在970℃～990℃之间，单

道次压下量控制在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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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高温、抗硫腐蚀、抗冲刷耐磨合金板材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材料制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耐高温、抗硫腐蚀、抗冲刷耐磨合金

板材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本合金属于钴基固溶类高温合金，合金中添加元素钨进行固溶强化，加入大量的

碳，增加耐磨和强化作用；本合金主要是应用在煤化工设备管道内衬、喷嘴等零部件的高端

材料，合金的主要特点为耐高温，耐硫腐蚀，抗冲刷效果较好，同时具有非常显著的耐磨性。

该合金板材生产的主要难点：合金成分特点与铸造合金相似，合金碳含量较高，热变形温度

范围较窄，热变形及其困难，热加工过程中极易产生裂纹。目前此类型合金国内生产方式主

要粉末冶金和铸造合金，无变形合金；国外对变形高温合金生产无任何文献公开介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公开一种耐高温、抗硫腐蚀、抗冲刷耐磨合金板材的制造方法，目的是消除

热加工裂纹。

[0004] 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0005] 1、工艺路线：真空感应炉冶炼→真空自耗炉冶炼→2000t快锻机开坯→坯料精整

→1400mm热轧机轧制→1200mm热轧机轧制→板材成品固溶→碱洗→酸洗→矫直→定尺切

割→包装。

[0006] 2、具体工艺措施：

[0007] 1)冶炼

[0008] 合金采用双真空冶炼工艺生产，成品化学成分符合表1规定。

[0009] 表1合金化学成分

[0010]

[0011] 2)2000t快锻开坯

[0012] 锻造开坯尺寸为70mm×400mm×900mm板坯，锻造开坯过程中要求单锤压下控制在

5mm～10mm之间，单火次压下量控制在10％以内，过程中对钢锭进行软包套，保证锻造终锻

温度不小于950℃。

[0013] 3)坯料精整

[0014] 对板坯进行表面精整处理，采用粒度30的砂轮进行全表面打磨，必要时可采取表

面刨光处理，确保板坯表面质量满足后续轧制要求。

[0015] 4)板材轧制

[0016] 板坯热轧板材的加热温度控制在1130℃～1150℃，热轧加热过程中保证炉内为还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6884101 B

4



原火气氛，避免板材表面严重氧化，热轧单道次压下量控制在3％～5％，热轧终轧温度控制

在950℃以上。

[0017] 5)板材成品固溶

[0018] 板材成品固溶温度控制在1200℃～1230℃之间；空冷处理的时间根据4min/mm厚

度计算。

[0019] 6)碱洗

[0020] 板材成品固溶后进行碱洗，洗掉表面的氧化铁皮类缺陷，碱的配比如下：NaNO3：

NaOH＝1：4；碱液温度450℃～500℃之间。

[0021] 7)酸洗

[0022] 板材成品经碱洗后，酸洗表面，硫酸H2SO4比例控制在25％～30％之间；二价铁离子

Fe2+控制在5g/L～20g/L。

[0023] 8)矫直

[0024] 板材成品采取多辊矫直，矫直1道次～3道次，要求矫直后板面平整，平直度达到用

户要求。

[0025] 9)定尺切割

[0026] 板材成品由于强度高、塑性差，采取常规的板材刀具切割边部会产生1mm～2mm的

裂纹，最佳的切割方式为水切割。

[0027] 本技术方案的创新点：是通过采取双真空冶炼、由快锻机开坯、后经板材轧制成

品；其中合金的热加工工艺采取控制加热温度及变形量，热轧温度控制在1130℃～1150℃，

单道次压下量控制在3％～5％，终轧温度控制在950℃以上，以及适当的软包套手段。

[0028] 本发明的有益处在于：解决了变形高温合金板材生产的主要技术难点，填补了国

产变形高温合金板材生产的工艺空白。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通过实施例详述本发明解决热加工过程中极易产生裂纹的。

[0030] 实施例1

[0031] 板材成品规格：4.0mm×1000mm×1000mm

[0032] 合金经真空感应炉+真空自耗炉冶炼成锭，化学成分见表2，

[0033] 表2合金化学成分

[0034]

[0035] 钢锭经2000t快锻机开坯至70mm×400mm×900mm板坯两块，开坯终锻温度在950℃

～1000℃之间，开坯单锤压下5mm，开坯表面良好；

[0036] 板坯经粒度30的砂轮进行全表面打磨，保证表面无缺陷，供板材热轧机进行轧制；

板坯热轧板材加热温度为1130℃，终轧温度在950℃～970℃之间，单道次压下量在3％～

3.5％；

[0037] 轧制后板材进行成品固溶处理，成品固溶制度为1200℃、16min，空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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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板材成品固溶处理后经碱洗、酸洗处理后平整矫直，水切割定尺，包装入库；板材

成品表面良好、无裂纹，室温力学性能检验结果见表3，全部合格，

[0039] 表3力学性能检验结果

[0040]

[0041] 晶粒度：6.0级；6.0级。

[0042] 实施例2

[0043] 板材成品规格：4.0mm×1000mm×1000mm

[0044] 合金经真空感应炉+真空自耗炉冶炼成锭，化学成分见表4，

[0045] 表4合金化学成分

[0046]

[0047] 钢锭经2000t快锻机开坯至70mm×400mm×900mm板坯两块，开坯终锻温度控制在

980℃～1020℃之间，开坯单锤压下10mm，开坯表面良好；

[0048] 板坯经粒度30的砂轮进行全表面打磨，保证表面无缺陷，供板材热轧机进行轧制；

板坯热轧板材加热温度为1150℃，终轧温度控制在980℃～1000℃之间，单道次压下量控制

在4.5％～5％；

[0049] 轧制后板材进行成品固溶处理，成品固溶制度为1230℃、16min，空冷；

[0050] 板材成品固溶处理后经碱洗、酸洗处理后平整矫直，水切割定尺，包装入库；板材

成品表面良好、无裂纹，室温力学性能检验结果见表5，全部合格，

[0051] 表5力学性能检验结果

[0052]

[0053] 晶粒度：4.0级；4.0级。

[0054] 实施例3

[0055] 板材成品规格：4.0mm×1000mm×1000mm

[0056] 合金经真空感应炉+真空自耗炉冶炼成锭，化学成分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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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表6合金化学成分表

[0058]

[0059] 钢锭经2000t快锻机开坯至70mm×400mm×900mm板坯两块，开坯终锻温度控制在

970℃～1010℃之间，开坯单锤压下7mm，开坯表面良好；

[0060] 板坯经粒度30的砂轮进行全表面打磨，保证表面无缺陷，供板材热轧机进行轧制；

板坯热轧板材加热温度为1140℃，终轧温度控制在970℃～990℃之间，单道次压下量控制

在4％～4.5％；

[0061] 轧制后板材进行成品固溶处理，成品固溶制度为1220℃、16min，空冷；

[0062] 板材成品固溶处理后经碱洗、酸洗处理后平整矫直，水切割定尺，包装入库；板材

成品表面良好、无裂纹，室温力学性能检验结果见表7，全部合格，

[0063] 表7力学性能检验结果

[0064]

[0065] 晶粒度：4.5级；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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