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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搪瓷钢板及其制造方法

(57)摘要

一种搪瓷钢板及其制造方法，它涉及冶金工

艺技术领域。一种搪瓷钢板，它由以下原料组成：

碳、磷、锰、硫、氮、钛、硅、铬、铝、铜，余量为铁和

不可避免杂质。按照计量配比，取上述原料根据

一种搪瓷钢板的制造方法加工即可完成制备。采

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有益效果为：质量优

良，强度较高、密着性极佳，适用于滚压成形、弯

曲成形、冲压成型，能够为地铁装饰提供性能高

的钢板，制造方法新颖，制造过程中不易发生鳞

爆，生产方法稳定，有利于大批量生产，使得搪瓷

钢板制造强度低、效率快，使用价值高，在同行领

域中性能优越且推广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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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搪瓷钢板的制造方法，搪瓷钢板由以下成分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碳0.025‑

0.12、磷0.02‑0.045、锰0.07‑0.1、硫0.004‑0.008、氮0.010‑0.015、钛0.09‑0.15、硅0.02‑

0.1、铬0.02‑0.085、铝0.01‑0.15、铜0.03‑0.12，余量为铁和不可避免杂质；其特征在于，包

含以下步骤：

步骤一、分别称取成分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并放置在高温熔炼炉中炼化成熔炼液，熔炼

期间持续充入保护气体，高温熔炼炉的温度为1500±200摄氏度；

步骤二、对熔炼液进行真空脱气处理，并放置在铸形模具中铸形，铸形模具内的温度为

1100‑1200摄氏度，铸形时长为0.2‑0.5小时，得到铸形钢坯；

步骤三、对铸形钢坯进行降温，降温至850‑950摄氏度，降温后进行数道轧制，总压下率

大于65％，每道轧制时长为1‑3小时，形成压制钢坯；

步骤四、对压制钢坯进行高压气体除杂质，并进行后轧制，后轧制温度设定在700‑800

摄氏度，形成后轧制钢坯；

步骤五、对后轧制钢坯进行精轧制，精轧制温度设定在550‑620摄氏度，精轧制时长为

0.7‑1.5小时，并将温度冷却至420‑470摄氏度，冷却后进行卷取，得到卷取钢板；

步骤六、对卷取钢板进行平面压制，压制时长为3‑5小时，压制压力为3‑5MPa。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搪瓷钢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保护气

体为氖气、氩气、氪气中的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搪瓷钢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降温至

900摄氏度，总压下率为70％，降温后进行五道轧制，每道轧制时长为1.5小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搪瓷钢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精轧制

温度设定在580摄氏度，精轧制时长为1.2小时，并将温度冷却至450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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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搪瓷钢板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工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搪瓷钢板及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涌入大城市，给

城市交通带来巨大压力。世界各国大城市发展的经验证明，只有以大运量的公共交通‑地铁

作为城市交通的骨干，才能有效的缓解交通拥堵，提高城市交通的效率，因此地铁是解决大

城市交通拥堵的最佳选择。随着各大城市地铁的建设，地铁站需要大量的装饰材料。搪瓷钢

板因其具有绿色环保、施工高效、性价比高、装饰性好、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得到广泛应用，特

别是其耐火、耐水、耐刮、耐酸碱腐蚀、耐污染的特性，是其它涂层材料无法相比的。

[0003] 目前国内所有的地铁装饰用搪瓷钢均使用的是冷轧搪瓷钢板，冷轧搪瓷钢生产过

程复杂、生产周期长、制造成本高，以热代冷是生产薄钢板的趋势。为保证地铁装饰用搪瓷

板的美观性，钢板需要各种造型，这就需要钢板具备良好的成型性能。

[0004] 搪瓷产品具有耐酸碱腐蚀性好、使用寿命长、外表美观、易洗洁等特点，因而广泛

应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搪瓷产品一般是将钢板经过冲压加工成形后制成底胚，然后在底

胚的表面进行瓷釉涂搪和烧结而成。普通钢板在搪瓷过程中经常会产生鳞爆、密着不良等

缺陷，这些缺陷严重损害了搪瓷产品的质量。随着搪瓷产品的普及应用，用户对搪瓷质量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普通钢板已无法满足搪瓷高质量要求，只有具有优良涂搪性能的搪瓷专

用钢板才能完全适应搪瓷行业的发展需要。

[0005] 目前市场上的搪瓷钢板往往质量不佳，强度较低、密着性较差，不适用于滚压成

形、弯曲成形、冲压成型，难以为地铁装饰提供性能高的钢板，制造方法过于传统，制造过程

中易发生鳞爆，生产方法不稳定，不利于大批量生产，使得搪瓷钢板制造强度高、效率慢，使

用价值不高，在同行领域中性能较低且推广性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搪瓷钢板及其制造方

法，质量优良，强度较高、密着性极佳，适用于滚压成形、弯曲成形、冲压成型，能够为地铁装

饰提供性能高的钢板，制造方法新颖，制造过程中不易发生鳞爆，生产方法稳定，有利于大

批量生产，使得搪瓷钢板制造强度低、效率快，使用价值高，在同行领域中性能优越且推广

性强。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搪瓷钢板，它由以下成分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碳0.025‑0 .12、磷0.02‑

0.045、锰0.07‑0.1、硫0.004‑0.008、氮0.010‑0.015、钛0.09‑0.15、硅0.02‑0.1、铬0.02‑

0.085、铝0.01‑0.15、铜0.03‑0.12，余量为铁和不可避免杂质。

[0009] 一种搪瓷钢板的其制造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10] 步骤一、分别称取成分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并放置在高温熔炼炉中炼化成熔炼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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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炼期间持续充入保护气体，高温熔炼炉的温度为1500±200摄氏度；

[0011] 步骤二、对熔炼液进行真空脱气处理，并放置在铸形模具中铸形，铸形模具内的温

度为1100‑1200摄氏度，铸形时长为0.2‑0.5小时，得到铸形钢坯；

[0012] 步骤三、对铸形钢坯进行降温，降温至850‑950摄氏度，降温后进行数道轧制，总压

下率大于65％，每道轧制时长为1‑3小时，形成压制钢坯；

[0013] 步骤四、对压制钢坯进行高压气体除杂质，并进行后轧制，后轧制温度设定在700‑

800摄氏度，形成后轧制钢坯；

[0014] 步骤五、对后轧制钢坯进行精轧制，精轧制温度设定在550‑620摄氏度，精轧制时

长为0.7‑1.5小时，并将温度冷却至420‑470摄氏度，冷却后进行卷取，得到卷取钢板；

[0015] 步骤六、对卷取钢板进行平面压制，压制时长为3‑5小时，压制压力为3‑5MPa。

[0016] 所述步骤一中保护气体为氖气、氩气、氪气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7] 所述步骤三中降温至900摄氏度，总压下率为70％，降温后进行五道轧制，每道轧

制时长为1.5小时。

[0018] 所述步骤五中精轧制温度设定在580摄氏度，精轧制时长为1.2小时，并将温度冷

却至450摄氏度。

[0019]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分别称取成分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并放置在高温熔炼炉中炼

化成熔炼液，熔炼期间持续充入保护气体，高温熔炼炉的温度为1500±200摄氏度；对熔炼

液进行真空脱气处理，并放置在铸形模具中铸形，铸形模具内的温度为1100‑1200摄氏度，

铸形时长为0.2‑0.5小时，得到铸形钢坯；对铸形钢坯进行降温，降温至850‑950摄氏度，降

温后进行数道轧制，总压下率大于65％，每道轧制时长为1‑3小时，形成压制钢坯；对压制钢

坯进行高压气体除杂质，并进行后轧制，后轧制温度设定在700‑800摄氏度，形成后轧制钢

坯；对后轧制钢坯进行精轧制，精轧制温度设定在550‑620摄氏度，精轧制时长为0.7‑1.5小

时，并将温度冷却至420‑470摄氏度，冷却后进行卷取，得到卷取钢板；对卷取钢板进行平面

压制，压制时长为3‑5小时，压制压力为3‑5MPa。

[002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有益效果为：质量优良，强度较高、密着性极佳，适用

于滚压成形、弯曲成形、冲压成型，能够为地铁装饰提供性能高的钢板，制造方法新颖，制造

过程中不易发生鳞爆，生产方法稳定，有利于大批量生产，使得搪瓷钢板制造强度低、效率

快，使用价值高，在同行领域中性能优越且推广性强。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0022] 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23] 一种搪瓷钢板，它由以下成分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碳0.025、磷0.02、锰0.07、

硫0.004、氮0.010、钛0.09、硅0.02、铬0.02、铝0.01、铜0.03，余量为铁和不可避免杂质。

[0024] 一种搪瓷钢板的其制造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25] 步骤一、分别称取成分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并放置在高温熔炼炉中炼化成熔炼液，

熔炼期间持续充入保护气体，高温熔炼炉的温度为1500±200摄氏度；

[0026] 步骤二、对熔炼液进行真空脱气处理，并放置在铸形模具中铸形，铸形模具内的温

度为1100‑1200摄氏度，铸形时长为0.2‑0.5小时，得到铸形钢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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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步骤三、对铸形钢坯进行降温，降温至850‑950摄氏度，降温后进行数道轧制，总压

下率大于65％，每道轧制时长为1‑3小时，形成压制钢坯；

[0028] 步骤四、对压制钢坯进行高压气体除杂质，并进行后轧制，后轧制温度设定在700‑

800摄氏度，形成后轧制钢坯；

[0029] 步骤五、对后轧制钢坯进行精轧制，精轧制温度设定在550‑620摄氏度，精轧制时

长为0.7‑1.5小时，并将温度冷却至420‑470摄氏度，冷却后进行卷取，得到卷取钢板；

[0030] 步骤六、对卷取钢板进行平面压制，压制时长为3‑5小时，压制压力为3‑5MPa。

[0031] 碳一直以来都是碳含量越低成形性能就越好。除此之外，钢板底胚在搪瓷过程中

碳对搪瓷抗鳞爆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一定量的碳与钢中添加的碳、钛合金元素在生产过

程中大量析出Ti4C2S2二相粒子，可进一步提高搪瓷用钢的抗鳞爆性能。同时Ti4C2S2析出

相不会影响钢的深冲性能。

[0032] 锰是脱氧元素，可以控制钢中氧的含量。锰除了形成氧化锰外，还与硫反应生成硫

化锰，单纯的硫化锰夹杂物的塑性很好，经过轧制后呈细长条状分布，影响钢板的横向性

能。钢中如果加入少量的钛以后，会形成复合的夹杂物如硫化锰钛等，这类夹杂物呈球状能

够显著地改变硫化锰对加工性能的影响。

[0033] 硫一般来说在钢中都是有害元素，但在本发明钢中硫起着有益的作用。硫与锰形

成硫化锰，还可以与钛等形成硫化钛，对提高抗鳞爆性能有用。通过加钛还可以明显改善硫

化锰的形态，避免形成单一的塑性良好的硫化锰夹杂，有利于提高成型性。硫与钢中的碳、

钛合金元素在生产过程中大量析出Ti4C2S2二相粒子，可进一步提高搪瓷用钢的抗鳞爆性

能。

[0034] 钛是强碳、氮化物形成元素。钛可以与碳、氮和硫等结合，既可以形成单一的化合

物，又可以形成复合的化合物，钛固定碳、氮和硫以后会提高塑性和抗鳞爆性。钛与氮可以

在很高的温度如钢液中形成化合物，因此这些化合物相对来说十分稳定，不易受热加工和

搪瓷过程的影响，对提高钢板的抗针孔缺陷和密着性也十分有效。

[0035] 氮和碳一样是固溶元素，氮和铌、钒、钛和硼等都可以形成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对

于提高钢的抗鳞爆性能有益。

[0036] 实施例2

[003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点在于，它由以下成分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碳

0.085、磷0.035、锰0.095、硫0.006、氮0.0135、钛0.125、硅0.085、铬0.065、铝0.075、铜

0.055，余量为铁和不可避免杂质。

[0038] 其它原料组成、制备方法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39] 实施例3

[0040]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点在于，它由以下成分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碳

0.12、磷0.045、锰0.1、硫0.008、氮0.015、钛0.15、硅0.1、铬0.085、铝0.15、铜0.12，余量为

铁和不可避免杂质。

[0041] 其它原料组成、制备方法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4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有益效果为：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有益效果

为：质量优良，强度较高、密着性极佳，适用于滚压成形、弯曲成形、冲压成型，能够为地铁装

饰提供性能高的钢板，制造方法新颖，制造过程中不易发生鳞爆，生产方法稳定，有利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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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生产，使得搪瓷钢板制造强度低、效率快，使用价值高，在同行领域中性能优越且推广

性强。

[0043] 以上所述，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它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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