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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成本高强度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及制

造方法

(57)摘要

一种低成本高强不锈钢及制造方法，其化学

成分重量百分比为：C0.05～0.15％，Si 0 .2～

1 .0％，Mn：7～12％，Cr 14～16％，Ni 1 .0～

2.0％，P≤0.045％，S≤0.02％，N 0.1～0.2％，

Cu 1.0～2.0％，Al 0.05～0.2％，余量为Fe和不

可避免杂质。本发明通过添加Al元素，并控制Al

在钢中含量，在小形变量下，使得钢形变时仅诱

发少量的马氏体(大量马氏体的形成会增加钢的

延迟开裂敏感性)，产生高塑性，延伸率达到30％

以上，同时因为AlN的沉淀析出强化及钢的形变

强化及相变强化的三种作用下，使钢的屈服强度

达到800MPa以上，抗拉强度1000MPa以上，满足汽

车车架及汽车大梁钢、结构件的高强度高塑性的

要求，实现汽车轻量化，高安全性能，高耐蚀性等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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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成本高强度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其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如下：C：0 .05～

0.15％，Si：0.2～1.0％，Mn：7～12％，Cr：14.0～16.0％，N：0.1～0.2％，Ni：1.0～2.0％，

Cu：1.0～2.0％，Al：0.05～0.2％，P≤0.045％，S≤0.02％，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成本高强度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其特征在于，所述奥氏体不锈

钢的组织形态为奥氏体+马氏体+AlN析出，马氏体含量10％以下。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低成本高强度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其特征在于，所述奥氏体

不锈钢屈服强度达到800MPa以上，抗拉强度达到1000MPa以上，延伸率达到30％以上，强塑

积可达35GPa以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成本高强度奥氏体不锈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

骤：

1)冶炼、浇铸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化学成分经过中频感应炉冶炼，浇铸成锭；

2)锻打成坯

锻打温度1000～1200℃，锻打成坯料厚30～40mm；

3)热轧

热轧加热温度：1150～1200℃，终轧温度不低于1000℃，热轧板料厚度2.5～4.0mm；

4)热轧退火酸洗

退火温度：950～1100℃；

5)冷轧

冷轧压下量5％～15％，冷轧成成品厚度为2～3.5mm。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低成本高强度节镍奥氏体不锈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奥氏体不锈钢的组织形态为奥氏体+马氏体+AlN析出，马氏体含量10％以下。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低成本高强度奥氏体不锈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奥氏体

不锈钢屈服强度达到800MPa以上，抗拉强度达到1000MPa以上，延伸率达到30％以上，强塑

积可达35GPa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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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成本高强度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及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奥氏体不锈钢及制造方法，特别涉及一种低成本高强度节镍奥氏体不

锈钢及制造方法，该奥氏体不锈钢屈服强度达到800MPa以上，抗拉强度达到1000MPa以上，

高塑性，延伸率达到30％以上，可用于汽车零部件，特别适合客车车架，汽车大梁以及其他

结构件。

背景技术

[0002] 环境污染影响健康，汽车排放成为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之一，世界各国因此出台了

更加严厉车辆排放标准，汽车轻量化能提高汽车动力性，减少燃料消耗，降低排放，故汽车

轻量化成为世界汽车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轻量化是各类汽车共同涉及的关键核心技

术和基础技术，由于电池与续航能力的关系，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来说，轻量化的重要性更

加突出。

[0003] 目前，汽车用钢已经逐渐实现由传统高强钢向先进高强钢的过渡，传统高强钢包

括BH钢，IF钢以及高强度低合金钢等，传统高强度钢随着强度的增加，塑性降低，弹塑积小，

已经无法汽车轻量化的要求，而先进高强钢相比而言，强塑积较高，既能满足汽车的轻量化

要求又能满足安全性要求。先进的高强钢一般指相变诱发塑性钢(TRIP)，孪晶诱发塑性钢

(TWIP)，双相钢(DP)，复相钢(DP)以及马氏体钢。以上高强钢均为碳钢高强钢，而碳钢高强

钢制作汽车零部件的过程中，需要经过电泳或者涂装工序，以增加抗腐性。

[0004] 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车使用寿命的要求更高，不锈钢被越

来越多地用在汽车零部件上。在客车车架常用的不锈钢牌号中，欧洲标准铁素体不锈钢

1.4003应用比较广泛，奥氏体不锈钢材料材料以1.4310，1.4318和1.4301为主，但1.4003因

为强度不高已经不能满足汽车轻量化的要求，而1.4310，1.4318和1.4301则因为还有高含

量贵重金属镍，使得材料的成本居高不下，不满足车辆厂对材料低成本的要求。

[0005] 已有大量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如：

[0006] 中国专利201410294143.8公开了一种汽车车架用高强奥氏体不锈钢，该钢通过添

加Nb、Ti细化晶粒，产生晶界强化，并通过添加Ce来净化晶界去除夹杂物或夹杂物改性，从

而提升材料的力学性能和耐腐蚀性能。并通过调制轧制获得600MPa以上的屈服强度以及

28％以上的延伸率。

[0007] 中国专利201510611732.9公开了一种抗拉强度800～1600MPa级高强奥氏体不锈

钢及制造方法和温成型方法，该高强钢在成分上微观组织和专利201410294143.8中的高强

钢类似，除了采用Nb、Ti微合金外，还添加了贵重金属Mo，以增加其抗腐性，在组织上同样为

奥氏体+形变马氏体，其中马氏体体积为0.75～30％，为了防止冷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马氏

体，同时降低残余应力，从而减少材料的延迟开裂的风险，采用了温成型的方法。

[0008] 中国专利201510248252.0也公开了一种高强度汽车车架用奥氏体不锈钢，通过添

加Y和Zr，使奥氏体不锈钢微观结构中的晶粒得到大幅度细化，强度得到大幅度提高。抗拉

强度可达1100～1300MPa，延伸率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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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中国专利201580016940.2公开了一种高强度和高延展性的奥氏体高锰不锈钢，锰

含量可高达14-26％，优选选择19-23％，而镍含量很低，仅有0.8％以下，该不锈钢利用TWIP

(孪晶诱发延展性)效应得到高强度和高塑性。当形变10％时，可得到屈服强度800-900MPa，

抗拉强度900-1030MPa，延伸率可达25-35％。该钢中N含量很高，达到4000PPm，冶炼困难。

[0010] 中国专利201410375005 .2公开的节镍奥氏体不锈钢中，氮含量高达0 .3％-

0.35％，由于氮在钢中的溶解度极限，实际生产会产生一定的难度。

[0011] 中国专利201110027216.3及200810201644.1的公开的节镍奥氏体不锈钢，生产过

程中需要添加B和Ca，以增加钢的热加工型以及改善钢的纯净性，从而减少钢在制作过程的

表面缺陷、两专利所发明的钢均用于制品，对钢的强度并不关注。

[0012] 综上所诉，以上专利中均为节镍奥氏体不锈钢，除201580016940.2公开的高猛钢

是通过形变孪晶诱发塑性外，其余专利中的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均为亚稳态，在形变后均会

产生马氏体，而一定马氏体的产生，在产生高强度的同时，也能诱发塑性，但钢中过多的马

氏体含量以及钢保持过高的应力状态，都会引起材料的延迟开裂，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低成本高强度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及制造方法，该奥氏

体不锈钢屈服强度达到800MPa以上，抗拉强度达到1000MPa以上，高塑性，延伸率达到30％

以上，强塑积可达35GPa以上，可用于汽车零部件，保证汽车在碰撞过程的安全性，特别适合

客车车架，汽车大梁以及其他结构件。

[0014]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5] 奥氏体不锈钢可分为稳定奥氏体不锈钢和亚稳定奥氏体不锈钢，所谓稳定奥氏体

不锈钢在室温下形变不会诱发马氏体相变，而亚稳定奥氏体不锈钢则会产生马氏体相变，

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在镍含量很低的情况下，需要用氮和锰元素替代镍以保证奥氏体相，但

如果氮含量和锰含量不够高，形成的奥氏体相则为亚稳相。锰含量过高对氮的溶解度没有

帮助，反而会引起钢的抗腐蚀性下降，氮含量过高，则会给实际生产带来困难。

[0016] 故本发明的节镍奥氏体不锈钢既要能容易实现生产，又要保证形变后不产生大量

的马氏体相变，同时小变量形变后，钢要满足高强度的同时，也要满足高塑性，即满足汽车

结构件对安全性能的要求。

[0017] 为此，本发明通过使发明钢在小形变后仅产生少量马氏体，产生TRIP效应，实现高

塑性的同时减少延迟开裂的敏感性；利用AlN的析出强化、钢的相变强化以及应变强化的三

种作用，实现钢的高强度。

[0018] 具体的，本发明的低成本节镍高强度奥氏体不锈钢，其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为：C：

0.05～0.15％，Si：0.2～1.0％，Mn：7～12％，Cr：14.0～16.0％，N：0.1～0.2％，Ni：1.0～

2.0％，Cu：1.0～2.0％，Al：0.05～0.2％，P≤0.045％，S≤0.02％，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

杂质。

[0019] 在本发明的节镍高强塑积奥氏体不锈钢成分设计中：

[0020] C：是强烈奥氏体形成元素，但C过高，虽然会增加钢的强度，但会破坏钢的韧性及

塑性，同时C过高，在不锈钢的晶界处析出Cr的碳化物，影响钢的耐腐蚀性。故C的含量控制

在0.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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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N：N抑制铁素体形成的能力是镍的30倍，也是强烈奥氏体形成元素，故在奥氏体锈

钢中，常用N替代一部分贵重金属Ni，实现钢的低成本，另外N在提高钢的强度的同时，能不

明显降低钢的塑性和韧性，同时还能提高不锈钢的耐腐蚀性，但N在不锈钢中的溶解度不

高，在常压下，过高的N含量会导致N在生产过程中从钢水中析出，导致钢中产生气泡，故综

合考虑钢的成本、性能及生产难度，将N的含量控制在0.1～0.2％。

[0022] Si：硅在本发明的钢中，仅仅用作脱氧剂，去除钢中的一定的氧含量，保持钢的清

洁度，硅因是强烈的铁素体形成元素，含量过高会在钢中形成高温的铁素体，恶化奥氏体不

锈钢的性能，故Si的含量仅仅控制在0.2～1.0％。

[0023] Mn：锰的奥氏体化能力比较弱，在节镍奥氏体不锈钢中，除了N以外，需要添加一定

含量的锰，来获得完全奥氏体化组织，但锰含量过高，奥氏体化的作用不再随含量的增加而

加强，同时过高的锰也会恶化钢的耐腐蚀性能，另外和钢种的S结合，形成MnS夹杂，恶化钢

的力学性能。故锰的含量控制在7.0～12.0％。

[0024] Cr：铬是铁素体形成元素，也是不锈钢保持耐蚀性必须元素，钢中的格元素至少在

10％以上才能保证不锈钢的耐蚀性，本发明的节镍奥氏体不锈钢主要用于汽车结构件，服

役环境并不恶劣，故不需要过高的铬元素，另外综合其他元素，保证钢的全奥氏体化，故设

计Cr的含量在14.0～16.0％。

[0025] Ni：镍是奥氏体形成元素，是不锈钢钢中的常见元素，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节镍奥

氏体不锈钢，从成本上考虑，镍含量不宜过高，但无镍奥氏体不锈钢低温韧性差，故不宜用N

和锰完全取代镍含量，综合考虑成本及性能，设计镍含量为1.0～2.0％。

[0026] Cu：铜是弱奥氏体形成元素，在奥氏体不锈钢中，铜作为合金元素是显著降低钢的

冷作硬化现象，提高冷加工成型性能，但铜又能显著降低钢的热加工性能，热轧过程中形成

钢板卷的边裂，特别是镍含量较低的时候尤其明显，故铜的含量不宜过高，本发明中设计铜

的含量为1.0～2.0％。

[0027] Al：铝是强烈铁素体形成元素，本发明中，Al既作为脱氧剂又作为合金元素，作为

合金元素，铝会和钢中的N结合，沉淀形成AlN，起到强化作用，但因为Al强烈铁素体形成元

素，不易过高，否则钢中形成大量铁素体相，恶化钢的塑性。另外，Al含量过高，会给钢的浇

注带来一定的影响。故综合考虑Al的作用以及生产难度，控制Al的含量在0.05～0.2％。

[0028] P/S：两者钢种的夹杂元素，故根据生产能力，尽量保持低含量，特别是本发明涉及

的钢中含有一定量的Mn，为了避免生成过多的夹杂物MnS夹杂物，S含量尽量控制在0.01％

以下。

[0029] 本发明所述的低成本高强度奥氏体不锈钢的制造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30] 1)冶炼、浇铸

[0031] 按照上述化学成分经过中频感应炉冶炼，浇铸成锭；

[0032] 2)锻打成坯

[0033] 锻打温度1000～1200℃，锻打成坯料厚30～40mm；

[0034] 3)热轧

[0035] 热轧加热温度：1150～1200℃，终轧温度不低于1000℃，热轧板料厚度2 .5～

4.0mm；

[0036] 4)热轧退火酸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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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退火温度：950～1100℃；

[0038] 5)冷轧

[0039] 冷轧压下量5％～15％，冷轧成成品厚度为2～3.5mm。

[0040] 按照本发明节镍奥氏体不锈钢成分，通过热力学计算其高温平衡态组织，由此确

定钢的锻打、热轧加热温度以及退火温度。锻打温度及热轧加热温度过高，使钢处于双相区

形变时，锻打及热轧会产生开裂现象，故将锻打温度及热轧加热温度控制在1200℃以下。由

于钢在形变过程中产生变形抗力，故终锻温度及热轧终轧温度不低于1000℃。

[0041] 由于本发明钢中含有一定含量的铝和氮，在不同温度下会沉淀析出AlN，对钢起到

强化作用，退火温度过高，会使钢的晶粒长大，削弱AlN的强化作用，故根据热力学计算，设

定退火温度950～1100℃。

[0042] 由于亚稳定奥氏体不锈钢在发生形变时会形成马氏体，形变量越大马氏体含量越

多，应力越大，从而会增加高强钢的延迟开裂敏感性，由于本发明涉及钢种添加一定含量的

铝，在小变形量的情况下，产生的马氏体含量小，钢的延迟开裂敏感性小，同时不因形变量

小，而达不到高强度要求。故设计钢的冷轧变形量为5～15％。

[0043] 本发明节镍奥氏体不锈钢与以上专利最大的区别是通过添加Al元素，并控制Al在

钢中含量以及在钢中的形态，在小形变量下，使得本发明钢形变仅诱发少量的马氏体(大量

马氏体的形成以及高应力状态会增加钢的延迟开裂敏感性)，产生高塑性，延伸率达到30％

以上，同时在AlN的析出强化以及钢的形变强化及相变强化的三种作用下，使钢的屈服强度

达到800MPa以上，抗拉强度达到1000MPa以上，以满足车辆零部件对钢的高强度要求。

[004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5] 本发明节镍奥氏体不锈钢，相比汽车结构件用常规碳钢而言，在生产过程中，因不

锈钢的耐腐蚀性，可省去电泳及涂装等工序，有利于环境保护，另外可延长汽车零部件的寿

命。

[0046] 本发明通过合理的成分设计，在保证汽车零部件需要的高强度要求的前提下，以

一定氮、锰替代部分镍，相比汽车用铬镍奥氏体而言，成本大大降低。

[0047] 近年来，尽管关于铝系不锈钢的研究比较多，但针对的不锈钢均为常规奥氏体不

锈钢304、316及321等稳定态奥氏体不锈钢，且这些研究中Al含量高，在1.5％～6％之间，属

于高铝不锈钢，这会巨大增加不锈钢的工业生产难度，同时，这些铝系不锈钢的研究重点关

注钢的耐腐蚀性，以及组织变化，这些钢中的N含量低(0.05％以下)，故研究中未见对AlN的

作用进行讨论。

[0048] 本发明涉及的是节镍奥氏体不锈钢，N含量高(0.1～0.2％)，通过加入少许含量的

Al，仅仅在0.2％以下(相比高铝不锈钢，工业生产难度小)，和钢中的N沉淀析出AlN，在钢中

起到析出强化的作用，同时因为Al的加入，使本发明钢只需经过小变量的形变后，形成少量

马氏体，从而减少钢的延迟开裂敏感性。

[0049] 另外，因为少量马氏体的存在，使得本发明钢具备高强度的同时，具备高塑性。由

于本发明钢的这种高强度高塑性，在满足汽车安全性的同时，可使汽车用钢板减厚，以达到

汽车轻量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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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2成品钢板金相组织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52] 本发明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实施例的成分见表1，其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相

应的制造工艺参数见表2，实施例不锈钢的性能见表3。

[005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2成品钢板金相组织：奥氏体+AlN(黑色点状)+马氏体(微量)。

[0054] 从图1可以看出，钢中的晶粒在10％的形变下，几乎没有发生变形，晶粒细小，钢中

马氏体含量少，几乎看不见，但可通过磁性相测量得出，见表2，而大量的AlN(黑色小点)弥

散分布在基体中，起到强化作用。

[0055] 表1单位：重量百分比

[0056]

[0057]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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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表3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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