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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一种多相组织高韧性船板钢EH47及其生产

方法，钢的化学组成重量百分比为碳=0 .04~
0.08，硅=0.15~0.35，锰=1.60~1.80，磷≤0.015，

硫≤0.005，铌≤0.03~0.04，钛≤0.008~0.02，铝

=0.015~0.05，镍=0.30~0.40，铜=0.25~0.35，铬=

0.15~0.25%，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工艺

步骤包括工艺步骤包括冶炼、连铸、轧制、弛豫、

冷却。本发明方法突破传统TMCP工艺轧制连铸坯

压缩比限制，不需追加热处理工艺；生产低温冲

击要求-40℃以下的高韧性钢板，最大厚度可达

到100mm，产品可广泛应用于造船、海工、风电、桥

梁、建筑及工程机械等多个领域厚板的制造；本

发明方法可利用钢厂现有设备和工艺条件实现，

即不需增加投资和设备改造，又提高了生产效

率，节能减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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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相组织高韧性船板钢EH47及其生产方法，钢的化学组成重量百分比为碳=

0.04～0.08，硅=0.15～0.35，锰=1.60～1.80，磷≤0.015，硫≤0.005，铌=0.03～0.04，钛=

0.008～0.02，铝=0.015～0.05，镍=0.30～0.40，铜=0.25～0.35，铬=0.15～0.25%，其余为

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工艺步骤包括：

冶炼：转炉出钢[C]≤0.005以下；采用LF+RH精炼工艺，LF炉精炼全程吹氩，白渣保持时

间≥20min，RH真空脱气处理，出站钢水[N]≤40ppm，[H]  ≤1.5ppm；

连铸：采用全程保护浇铸，铸坯厚度≥300mm，控制铸坯心部偏析C类≤0.5级；

轧制：采用两阶段轧制，粗轧终轧温度≥980℃，中间坯≥2倍板厚，精轧开轧温度730～

760℃，终轧温度720℃～750℃；

弛豫：轧后弛豫至Ar3以下10～20℃，弛豫时间控制在铁素体相变1/3时再入水冷却；

冷却：采用Mulpic的DQ超快冷工艺，冷却速率要求钢板心部5～10℃/S，终冷温度≤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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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相组织高韧性船板钢EH47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冶金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多相组织高韧性船板钢EH47的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采用连铸坯生产具有高韧性要求的中厚板产品时，传统的轧制方式，只有当进入

相变的奥氏体组织是均匀细化的时候，产品转变后的铁素体珠光体组织或贝氏体组织才具

有良好的强度和韧性，因此传统的TMCP工艺一般只能用于轧制50mm以下的薄板。对于50mm

以上厚板，由于压缩比的限制，原始的奥氏体晶粒在轧制过程中得不到充分的再结晶和细

化，组织一般较粗大，韧性变差，通常要追加热处理工艺，才能保证厚板的强韧性匹配，这样

即增加了生产成本，也延长了生产周期。另外，目前国际上TMCP工艺生产的中厚板产品一般

都是纯铁素体或纯贝氏体的单相基体组织，虽然通过控制轧钢参数，有时也可以获得铁素

体和贝氏体混合组织或多相组织，但一般都是晶粒比较粗大的粒贝组织，强度虽然提高了，

但塑性和韧性却变差。

[0003] 中国专利200680039706 .2公开了一种“用于制造具有多相组织的热轧带材的方

法”，通过热连轧工艺生产TRIP钢（相变诱发塑性钢）的方法，其在成分设计时添加较高的

碳，并对Ni的含量没有要求，该成分体系只适用于生产热连轧或冷轧厚度≤16mm的带钢或

卷板，对于单个轧制的中厚板不适用。中国专利201180011390.7公开了一种“多相组织不锈

钢板及钢带及它们的制造方法”，通过对冷轧不锈钢板或钢带进行离线多相化退火，形成铁

素体和马氏体的多相组织，与本发明的在线轧制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专利201410791739.9

公开了“一种直缝焊管用X90级别多相组织管线钢板及其制造方法”其发明内容的化学成分

与本发明不同，添加了Mo元素，成本较高，并且添加Mo元素虽然可显著提高钢板的强度，但

会抑制碳化物的聚集扩散，从而抑制铁素体的产生，促进粒状贝氏体的生成，对轧制原始奥

氏体晶粒较大的厚规格钢板的心部韧性不利，因此只适用于厚度在30mm以下的管线钢产

品，不适用于50mm以上的厚规格钢板。同时其生产工艺中轧后的冷却速度达到25~35℃/s，

目前宽厚板生产企业的轧后冷却设备能力不够，尤其是厚度大于50mm的钢板很难实现这么

大的冷却速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多相组织高韧性船板钢EH47的生产方法，特别是生产厚度为

50~100mm的厚板，克服现有TMCP工艺技术的不足，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实现节能降耗、低碳

环保的绿色钢铁理念。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多相组织高韧性船板钢EH47及其生产方法，钢的化学组成重量百分比为碳=

0.04~0.08，硅=0.15~0.35，锰=1.60~1.80，磷≤0.015，硫≤0.005，铌=0.03~0.04，钛=0.008

~0.02，铝=0.015~0.05，镍=0.30~0.40，铜=0.25~0.35，铬=0.15~0.25%，其余为Fe和不可避

免的杂质；工艺步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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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冶炼：转炉出钢[C]≤0.005以下；采用LF+RH精炼工艺，LF炉精炼全程吹氩，白渣保

持时间≥20min，RH真空脱气处理，出站钢水[N]≤40ppm，[H]  ≤1.5ppm；

[0008] 连铸：采用全程保护浇铸，铸坯厚度≥300mm，控制铸坯心部偏析C类≤0.5级；

[0009] 轧制：采用两阶段轧制，粗轧终轧温度≥980℃，中间坯≥2倍板厚，精轧开轧温度

730~760℃，终轧温度720℃～750℃；

[0010] 弛豫：轧后弛豫至Ar3以下10~20℃，弛豫时间控制在铁素体相变1/3时再入水冷

却；

[0011] 冷却：采用Mulpic的DQ超快冷工艺，冷却速率要求钢板心部5~10℃/S，终冷温度≤

200℃。

[0012] 以上方法生产的高韧性船板钢EH47，组织为先共析铁素体+低碳贝氏体+少量残余

奥氏体的多相组织，其中铁素体的体积分数为25%~40%，贝氏体的体积分数为50%~70%，  MA

组元的体积分数为5%~15%。钢板厚度为50~100mm，屈服强度460~530MPa，抗拉强度570~
660Mpa，低温-40℃心部冲击韧性达到200J以上，碳当量Ceq≤0.45。

[0013] 发明创新原理：传统工艺一般通过粗轧阶段奥氏体的再结晶和精轧阶段晶粒压扁

拉长的方式来细化晶粒。本发明通过成分设计、低温轧制、弛豫以及强冷工艺，对轧后的相

变组织精确调控，形成细小的多相组织，来细化原始奥氏体晶粒，达到改善钢板强韧性的目

的。

[0014] 固态相变原理：轧制过程中，精轧阶段在Ar3点以上完成终轧；进入弛豫待温阶段，

先共析铁素体会在奥氏体晶界附近优先转变。当转变的铁素体的体积分数达到1/3时，进入

Mulpic进行快速冷却，未转变的过冷的奥氏体会迅速进入贝氏体转变区间，通过控制冷却

速度在5~10℃/S，过冷奥氏体逐渐转变为针铁、粒贝和板贝等低碳贝氏体组织，同时与先共

析铁素体一起完成对粗大的原始奥氏体晶粒的切割，形成细小的晶粒，改善钢板的韧性。剩

余未转变的过冷奥氏体则随着温度的进一步降低进入马氏体转变区间而变成MA岛组元，最

终形成以先共析铁素体+低碳贝氏体+少量残余奥氏体的混合多相组织。

[0015] 化学成分设计采用低碳的设计理念。C含量的提高，虽然能够提高强度和降低Ar3

温度，但恶化钢的低温韧性和焊接性能，同时低C的成分能抑制高温铁素体转变时珠光体的

形成，促进贝氏体的转变，因此控制C含量在0.04~0.08%。锰是弱碳化物形成元素，它可以降

低奥氏体转变温度，细化铁素体晶粒，对提高钢板强度和韧性有益。为了提高强度而又不影

响冲击韧性，在C-Mn钢固溶强化的基础上，复合添加Nb、Ti、Ni、Cr、Cu等合金元素，充分发挥

细化晶粒、沉淀强化和相变强化等作用以达到高强度、高韧性和优良的焊接性能目的。Ni对

提高钢板的韧性尤为关键，可有效弥散C化物的聚集，稳定过冷奥氏体，抑制铁素体和贝氏

体晶粒的长大。当含量大于0.3%时，结合Mulpic的DQ超快冷工艺，控制轧后冷却速率在5~10

℃/S，最终形成以先共析铁素体和低碳贝氏体为主的复合多相组织，完成对原始奥氏体晶

粒的切割，改善低温韧性。但Ni价格昂贵，过多添加会增加制造成本，因此将上限设定为

0.4%。

[0016] 本发明的突出特点和显著效果主要体现在：

[0017] （1）本发明突破传统TMCP工艺轧制连铸坯压缩比限制，不需追加热处理工艺，生产

低温冲击要求-40℃以下的高韧性钢板，最大厚度可达到100mm，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降

低合金含量和生产成本，缩短交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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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2）本发明利用上一般钢厂现有设备和工艺条件，即不需增加投资和设备改造，又

提高了生产效率，节能减耗。

[0019] （3）本发明的产品为节约型、低碳环保钢材新品种，可广泛应用于造船、海工、风

电、桥梁、建筑及工程机械等多个领域厚板的制造。

附图说明

[0020] 图1本发明生产的船板EH47的典型金相组织（500X）。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之成分控制范围、最佳实施方式等主要内容作进一步说

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多相组织高韧性船板钢EH47的生产方法，钢的化学成分组成重量百分比为碳

=0.05，硅=0.21，锰=1.68  ，磷=0.009，硫=0.0017，铌=0.039，钛=0.015，铝=0.045，镍=0.38，

铜=0 .28，铬=0 .18，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工艺步骤包括：冶炼，转炉出钢  [C=]=

0.0024，采用LF+RH精炼工艺，LF炉精炼全程吹氩，白渣保持时间21min，RH真空脱气处理，出

站钢水[N]=38  ppm，[H]=1.1ppm；连铸采用全程保护浇铸，铸坯厚度300mm，铸坯低倍心部偏

析C类0.5级。

[0024] 本实施例用铸坯轧制成品厚度50mm的EH47船板，加热温度为1154℃，采用两阶段

轧制，第一阶段粗轧终轧温度1023℃，中间坯120mm，第二阶段精轧开轧温度758℃，终轧温

度在732℃；轧后钢板弛豫89S入水冷却，入水钢板温度702℃，采用Mulpic的DQ工艺进行冷

却，冷却平均速率9.8℃/S，终冷温度152℃。钢板力学性能见表1所示。

[0025] 实施例2：

[0026] 一种多相组织高韧性船板钢EH47的生产方法，钢的化学成分组成重量百分比为碳

=0.07，硅=0.23，锰=1.65  ，磷=0.008，硫=0.0023，铌=0.036，钛=0.012，铝=0.042，镍=0.36，

铜=0 .28，铬=0 .20，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工艺步骤包括：冶炼，转炉出钢  [C]

0.0038%，采用LF+RH精炼工艺，LF炉精炼全程吹氩，白渣保持时间23min，RH真空脱气处理，

出站钢水[N]=37  ppm，[H]=1.2ppm；连铸采用全程保护浇铸，中包铸坯厚度300mm，铸坯低倍

心部偏析C类0.5级。

[0027] 本实施例用铸坯轧制成品厚度80mm的EH47船板，加热温度为1182℃，采用两阶段

轧制，第一阶段粗轧终轧温度1062℃，中间坯185mm，第二阶段精轧开轧温度739℃，终轧温

度在728℃；轧后钢板弛豫246S入水冷却，入水钢板温度696℃，采用Mulpic的DQ工艺进行冷

却，冷却平均速率6.4℃/S，终冷温度85℃。钢板力学性能见表1所示。

[0028] 实施例3：

[0029] 一种多相组织高韧性船板钢EH47的生产方法，钢的化学成分组成重量百分比为碳

=0.06，硅=0.23，锰=1.66  ，磷=0.010，硫=0.0015，铌=0.038，钛=0.016，铝=0.049，镍=0.38，

铜=0 .30%，铬=0 .21，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工艺步骤包括：冶炼，转炉出钢  [C]=

0.0032，采用LF+RH精炼工艺，LF炉精炼全程吹氩，白渣保持时间22min，RH真空脱气处理，出

站钢水[N]=38  ppm，[H]=1.0ppm；连铸采用全程保护浇铸，中包铸坯厚度300mm，铸坯低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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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偏析C类0.5级。

[0030] 本实施例用铸坯轧制成品厚度100mm的EH47船板，加热温度为1208℃，采用两阶段

轧制，第一阶段粗轧终轧温度1026℃，中间坯205mm，第二阶段精轧开轧温度731℃，终轧温

度在725℃；轧后钢板弛豫308S入水冷却，入水钢板温度688℃，采用Mulpic的DQ工艺进行冷

却，冷却平均速率5.2℃/S，终冷温度35℃。钢板力学性能见表1所示。

[0031] 表1 实施例中EH47钢的力学性能

[0032]

[0033] 从表1测试结果可见，采用本发明的方法生产的EH47钢板，厚度规格50~  100mm，通

过调控出铁素体含量在30%左右的多相组织，屈服强度460~530MPa，抗拉强度570~660Mpa，

低温-40℃心部冲击韧性达到200J以上，碳当量（Ceq）≤0.45，集高强度、高韧性和高焊接性

能于一体，能够很好的满足超大型船舶用钢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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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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