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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及其制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

其化学成分的质量百分含量为：C：≤0.03％，Si：

≤0.05％，Mn：0.10～0.30％，P：≤0.020％，S：≤

0.020％，Alt：0.020～0.050％，N：≤0.0050％；

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还公布了其制造方

法。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

瓷钢及其制造方法，本发明的冷轧低碳搪瓷钢，

具有低成本和良好的成形性、抗鳞爆性，满足家

电行业搪瓷零部件制作需求，化学成分和力学性

能满足GB/T  13790‑2008搪瓷用冷轧低碳钢板及

钢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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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其特征在于，其化学成分的质量百分含量为：C：≤

0 .03％，Si：≤0 .05％，Mn：0 .10～0 .30％，P：≤0 .020％，S：≤0 .020％，Alt：0 .020～

0.050％，N：≤0.0050％；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其特征在于，其化学成分的质量百分

含量为：C：0.02％，Si：0 .004％，Mn：0 .17％，P：0 .014％，S：0 .007％，Alt：0 .042％，N：

0.0020％；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其特征在于，其化学成分的质量百分

含量为：C：0.02％，Si：0 .008％，Mn：0 .18％，P：0 .013％，S：0 .004％，Alt：0 .037％，N：

0.0018％；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其特征在于，其化学成分的质量百分

含量为：C：0.02％，Si：0 .005％，Mn：0 .17％，P：0 .014％，S：0 .005％，Alt：0 .036％，N：

0.0014％；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1)冶炼—连铸生产工艺流程：铁水预处理—转炉—RH精炼—铸机；供铸机钢水成分为

C：≤0.03％，Si：≤0.05％，Mn：0.10～0.30％，P：≤0.020％，S：≤0.020％，Alt：0.020～

0.050％，N：≤0.0050％；

(2)热轧生产工艺流程：铸坯加热—粗轧—精轧—卷取；铸坯出炉温度1180～1220℃，

粗轧采用2机架轧机粗轧，精轧采用7机架连续变凸度轧机精轧；精轧的终轧温度为870～

910℃，热轧钢带厚度5.5mm；冷却采用层流冷却设备，前分散冷却模式，卷取温度为700～

740℃；

(3)酸洗冷轧工艺流程：将热轧带钢经i-BOX技术盐酸槽酸洗，去除表面氧化铁皮后，经

过5机架冷轧机冷轧，冷轧压下率为67％，轧至目标厚度1.8mm；

(4)连续退火工艺流程：将冷硬卷钢带开卷，退火工序的加热及均热温度为750～790

℃，缓冷温度为600～700℃，过时效温度为300～400℃，平整延伸率设定为1.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将铁水进行脱硫预处理，采用顶底复

吹转炉冶炼使铁水脱碳、脱磷得到钢水，转炉冶炼全程吹氩，废钢加入转炉，转炉出钢温度

1660℃；然后将转炉冶炼后钢水进行RH炉外精炼，精炼就位温度1600℃，RH炉外精炼进行测

温和成分微调；板坯连铸过热度为33℃，之后进行板坯清理、缓冷，及连铸坯质量检查；板坯

加热温度为1210℃，加热的时间为232min，将加热后的板坯进行高压水除磷；通过定宽压力

机定宽，采用2机架粗轧，7机架CVC精轧；精轧终轧温度为893℃，成品厚度5.5mm；层流冷却

采用前分散冷却，钢带温度降低到722℃进行卷取；将热轧带钢经盐酸槽酸洗，该酸槽采用

MH开发的i-BOX技术，操作和维护大大简化，节省能源和劳动力，热轧带钢去除表面氧化铁

皮后，经过5机架UCM轧机冷轧，冷轧压下率为67％，轧至目标厚度1.8mm；冷硬卷连续退火在

具有HGJC功能的连续立式退火炉中进行，钢带运行速度98m/min，均热温度770℃，均热时间

170S，缓冷温度610℃，平整延伸率1.8％。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将铁水进行脱硫预处理，采用顶底复

吹转炉冶炼使铁水脱碳、脱磷得到钢水，转炉冶炼全程吹氩，废钢加入转炉，转炉出钢温度

1665℃；然后将转炉冶炼后钢水进行RH炉外精炼，精炼就位温度1612℃，RH炉外精炼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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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成分微调；板坯连铸过热度为31℃，之后进行板坯清理、缓冷，及连铸坯质量检查；板坯

加热温度为1208℃，加热的时间为227min，将加热后的板坯进行高压水除磷；通过定宽压力

机定宽，采用2机架粗轧，7机架CVC精轧；精轧终轧温度为889℃，成品厚度5.5mm；层流冷却

采用前分散冷却，钢带温度降低到720℃进行卷取；将热轧带钢经盐酸槽酸洗，该酸槽采用

MH开发的i-BOX技术，操作和维护大大简化，节省能源和劳动力，热轧带钢去除表面氧化铁

皮后，经过5机架UCM轧机冷轧，冷轧压下率为67％，轧至目标厚度1.8mm；冷硬卷连续退火在

具有HGJC功能的连续立式退火炉中进行，钢带运行速度90m/min，均热温度775℃，均热时间

188S，缓冷温度602℃，平整延伸率1.8％。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将铁水进行脱硫预处理，采用顶底复

吹转炉冶炼使铁水脱碳、脱磷得到钢水，转炉冶炼全程吹氩，废钢加入转炉，转炉出钢温度

1667℃；然后将转炉冶炼后钢水进行RH炉外精炼，精炼就位温度1610℃，RH炉外精炼进行测

温和成分微调；板坯连铸过热度为36℃，之后进行板坯清理、缓冷，及连铸坯质量检查；板坯

加热温度为1205℃，加热的时间为221min，将加热后的板坯进行高压水除磷；通过定宽压力

机定宽，采用2机架粗轧，7机架CVC精轧；精轧终轧温度为895℃，成品厚度5.5mm；层流冷却

采用前分散冷却，钢带温度降低到725℃进行卷取；将热轧带钢经盐酸槽酸洗，该酸槽采用

MH开发的i-BOX技术，操作和维护大大简化，节省能源和劳动力，热轧带钢去除表面氧化铁

皮后，经过5机架UCM轧机冷轧，冷轧压下率为67％，轧至目标厚度1.8mm；冷硬卷连续退火在

具有HGJC功能的连续立式退火炉中进行，钢带运行速度102m/min，均热温度770℃，均热时

间166S，缓冷温度612℃，平整延伸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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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板材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及其制

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搪瓷制品是由优质钢板与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经新型静电干粉涂搪工艺涂

搪及高温烧成，使优质钢板与特种功能无机涂层两者间产生牢固的化学键结合而形成的复

合材料。它既有钢板等基材的坚韧、抗冲击等特性，又有无机搪瓷层超强耐酸碱、耐久、耐

磨、不燃、易洁、美观和无辐射等特点。

[0003] 搪瓷制品被广泛用于家用电器、厨房用具、建筑搪瓷和卫生设备等。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进步，新金属材料层出不穷，新瓷釉材料也不断出现，促使搪瓷生产开发出许多新产

品，在更多的领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及其制造方法，本发明的冷轧低

碳搪瓷钢，具有低成本和良好的成形性、抗鳞爆性，满足家电行业搪瓷零部件制作需求，化

学成分和力学性能满足GB/T  13790-2008搪瓷用冷轧低碳钢板及钢带的要求。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其化学成分的质量百分含量为：C：≤0.03％，Si：≤

0 .05％，Mn：0 .10～0 .30％，P：≤0 .020％，S：≤0 .020％，Alt：0 .020～0 .050％，N：≤

0.0050％；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7] 进一步的，其化学成分的质量百分含量为：C：0.02％，Si：0.004％，Mn：0.17％，P：

0.014％，S：0.007％，Alt：0.042％，N：0.0020％；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8] 进一步的，其化学成分的质量百分含量为：C：0.02％，Si：0.008％，Mn：0.18％，P：

0.013％，S：0.004％，Alt：0.037％，N：0.0018％；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9] 进一步的，其化学成分的质量百分含量为：C：0.02％，Si：0.005％，Mn：0.17％，P：

0.014％，S：0.005％，Alt：0.036％，N：0.0014％；其余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10] 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的制造方法，包括：

[0011] (1)冶炼—连铸生产工艺流程：铁水预处理—转炉—RH精炼—铸机；供铸机钢水成

分为C：≤0.03％，Si：≤0.05％，Mn：0.10～0.30％，P：≤0.020％，S：≤0.020％，Alt：0.020

～0.050％，N：≤0.0050％；

[0012] (2)热轧生产工艺流程：铸坯加热—粗轧—精轧—卷取；铸坯出炉温度1180～1220

℃，粗轧采用2机架轧机粗轧，精轧采用7机架连续变凸度轧机精轧；精轧的终轧温度为870

～910℃，热轧钢带厚度5.5mm；冷却采用层流冷却设备，前分散冷却模式，卷取温度为700～

740℃；

[0013] (3)酸洗冷轧工艺流程：将热轧带钢经i-BOX技术盐酸槽酸洗，去除表面氧化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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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过5机架冷轧机冷轧，冷轧压下率为67％，轧至目标厚度1.8mm；

[0014] (4)连续退火工艺流程：将冷硬卷钢带开卷，退火工序的加热及均热温度为750～

790℃，缓冷温度为600～700℃，过时效温度为300～400℃，平整延伸率设定为1.8％。

[0015] 进一步的，将铁水进行脱硫预处理，采用顶底复吹转炉冶炼使铁水脱碳、脱磷得到

钢水，转炉冶炼全程吹氩，废钢加入转炉，转炉出钢温度1660℃；然后将转炉冶炼后钢水进

行RH炉外精炼，精炼就位温度1600℃，RH炉外精炼进行测温和成分微调；板坯连铸过热度为

33℃，之后进行板坯清理、缓冷，及连铸坯质量检查；板坯加热温度为1210℃，加热的时间为

232min，将加热后的板坯进行高压水除磷；通过定宽压力机定宽，采用2机架粗轧，7机架CVC

精轧；精轧终轧温度为893℃，成品厚度5.5mm；层流冷却采用前分散冷却，钢带温度降低到

722℃进行卷取；将热轧带钢经盐酸槽酸洗，该酸槽采用MH最新开发的i-BOX技术，操作和维

护大大简化，节省能源和劳动力，热轧带钢去除表面氧化铁皮后，经过5机架UCM轧机冷轧，

冷轧压下率为67％，轧至目标厚度1.8mm；冷硬卷连续退火在具有HGJC功能的连续立式退火

炉中进行，钢带运行速度98m/min，均热温度770℃，均热时间170S，缓冷温度610℃，平整延

伸率1.8％。

[0016] 进一步的，将铁水进行脱硫预处理，采用顶底复吹转炉冶炼使铁水脱碳、脱磷得到

钢水，转炉冶炼全程吹氩，废钢加入转炉，转炉出钢温度1665℃；然后将转炉冶炼后钢水进

行RH炉外精炼，精炼就位温度1612℃，RH炉外精炼进行测温和成分微调；板坯连铸过热度为

31℃，之后进行板坯清理、缓冷，及连铸坯质量检查；板坯加热温度为1208℃，加热的时间为

227min，将加热后的板坯进行高压水除磷；通过定宽压力机定宽，采用2机架粗轧，7机架CVC

精轧；精轧终轧温度为889℃，成品厚度5.5mm；层流冷却采用前分散冷却，钢带温度降低到

720℃进行卷取；将热轧带钢经盐酸槽酸洗，该酸槽采用MH最新开发的i-BOX技术，操作和维

护大大简化，节省能源和劳动力，热轧带钢去除表面氧化铁皮后，经过5机架UCM轧机冷轧，

冷轧压下率为67％，轧至目标厚度1.8mm；冷硬卷连续退火在具有HGJC功能的连续立式退火

炉中进行，钢带运行速度90m/min，均热温度775℃，均热时间188S，缓冷温度602℃，平整延

伸率1.8％。

[0017] 进一步的，将铁水进行脱硫预处理，采用顶底复吹转炉冶炼使铁水脱碳、脱磷得到

钢水，转炉冶炼全程吹氩，废钢加入转炉，转炉出钢温度1667℃；然后将转炉冶炼后钢水进

行RH炉外精炼，精炼就位温度1610℃，RH炉外精炼进行测温和成分微调；板坯连铸过热度为

36℃，之后进行板坯清理、缓冷，及连铸坯质量检查；板坯加热温度为1205℃，加热的时间为

221min，将加热后的板坯进行高压水除磷；通过定宽压力机定宽，采用2机架粗轧，7机架CVC

精轧；精轧终轧温度为895℃，成品厚度5.5mm；层流冷却采用前分散冷却，钢带温度降低到

725℃进行卷取；将热轧带钢经盐酸槽酸洗，该酸槽采用MH最新开发的i-BOX技术，操作和维

护大大简化，节省能源和劳动力，热轧带钢去除表面氧化铁皮后，经过5机架UCM轧机冷轧，

冷轧压下率为67％，轧至目标厚度1.8mm；冷硬卷连续退火在具有HGJC功能的连续立式退火

炉中进行，钢带运行速度102m/min，均热温度770℃，均热时间166S，缓冷温度612℃，平整延

伸率1.8％。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0019] 本发明的冷轧搪瓷钢的金相显微组织为铁素体和渗碳体，晶粒度在8级～10级之

间，屈服强度170～210MPa，抗拉强度300～330MPa，延伸率A80达到40～46％。采用本发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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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方法生产的冷轧低碳搪瓷钢经家电企业冲压使用，表面质量及工艺性能均达到相关技

术标准要求，满足用户使用要求。同时，本发明合金成本低，制备方法简单，适合工业化生

产。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显微组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详细的描述。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最佳实施

方式的描述，并不对本发明的范围有任何限制。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的制造方法，将铁水进行脱硫预处理，采用顶底复吹

转炉冶炼使铁水脱碳、脱磷得到钢水，转炉冶炼全程吹氩，废钢加入转炉，转炉出钢温度

1660℃。然后将转炉冶炼后钢水进行RH炉外精炼，精炼就位温度1600℃，RH炉外精炼进行测

温和成分微调，RH炉外精炼供铸机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板坯连铸过热度为33℃，之后进行

板坯清理、缓冷，及连铸坯质量检查。板坯加热温度为1210℃，加热的时间为232min，将加热

后的板坯进行高压水除磷。通过定宽压力机定宽，采用2机架粗轧，7机架CVC精轧。精轧终轧

温度为893℃，成品厚度5.5mm。层流冷却采用前分散冷却，钢带温度降低到722℃进行卷取。

将热轧带钢经盐酸槽酸洗，该酸槽采用MH最新开发的i-BOX技术，操作和维护大大简化，节

省能源和劳动力，热轧带钢去除表面氧化铁皮后，经过5机架UCM轧机冷轧，冷轧压下率为

67％，轧至目标厚度1.8mm。冷硬卷连续退火在具有HGJC功能的连续立式退火炉中进行，钢

带运行速度98m/min，均热温度770℃，均热时间170S，缓冷温度610℃，平整延伸率1.8％。最

后进行产品性能检测。其产品的显微组织如图1所示。

[0025] 实施例2

[0026] 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的制造方法，将铁水进行脱硫预处理，采用顶底复吹

转炉冶炼使铁水脱碳、脱磷得到钢水，转炉冶炼全程吹氩，废钢加入转炉，转炉出钢温度

1665℃。然后将转炉冶炼后钢水进行RH炉外精炼，精炼就位温度1612℃，RH炉外精炼进行测

温和成分微调，RH炉外精炼供铸机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板坯连铸过热度为31℃，之后进行

板坯清理、缓冷，及连铸坯质量检查。板坯加热温度为1208℃，加热的时间为227min，将加热

后的板坯进行高压水除磷。通过定宽压力机定宽，采用2机架粗轧，7机架CVC精轧。精轧终轧

温度为889℃，成品厚度5.5mm。层流冷却采用前分散冷却，钢带温度降低到720℃进行卷取。

将热轧带钢经盐酸槽酸洗，该酸槽采用MH最新开发的i-BOX技术，操作和维护大大简化，节

省能源和劳动力，热轧带钢去除表面氧化铁皮后，经过5机架UCM轧机冷轧，冷轧压下率为

67％，轧至目标厚度1.8mm。冷硬卷连续退火在具有HGJC功能的连续立式退火炉中进行，钢

带运行速度90m/min，均热温度775℃，均热时间188S，缓冷温度602℃，平整延伸率1.8％。最

后进行产品性能检测。

[0027] 实施例3

[0028] 一种低成本冷轧低碳搪瓷钢的制造方法，将铁水进行脱硫预处理，采用顶底复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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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冶炼使铁水脱碳、脱磷得到钢水，转炉冶炼全程吹氩，废钢加入转炉，转炉出钢温度

1667℃。然后将转炉冶炼后钢水进行RH炉外精炼，精炼就位温度1610℃，RH炉外精炼进行测

温和成分微调，RH炉外精炼供铸机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板坯连铸过热度为36℃，之后进行

板坯清理、缓冷，及连铸坯质量检查。板坯加热温度为1205℃，加热的时间为221min，将加热

后的板坯进行高压水除磷。通过定宽压力机定宽，采用2机架粗轧，7机架CVC精轧。精轧终轧

温度为895℃，成品厚度5.5mm。层流冷却采用前分散冷却，钢带温度降低到725℃进行卷取。

将热轧带钢经盐酸槽酸洗，该酸槽采用MH最新开发的i-BOX技术，操作和维护大大简化，节

省能源和劳动力，热轧带钢去除表面氧化铁皮后，经过5机架UCM轧机冷轧，冷轧压下率为

67％，轧至目标厚度1.8mm。冷硬卷连续退火在具有HGJC功能的连续立式退火炉中进行，钢

带运行速度102m/min，均热温度770℃，均热时间166S，缓冷温度612℃，平整延伸率1.8％。

最后进行产品性能检测。

[0029] 表1本发明实施例1～3的化学成分(wt％)

[0030] 实施例 C Si Mn P S Alt N

1 0.02 0.004 0.17 0.014 0.007 0.042 0.0020

2 0.02 0.008 0.18 0.013 0.004 0.037 0.0018

3 0.02 0.005 0.17 0.014 0.005 0.036 0.0014

[0031] 对本发明实施例1～3的钢卷进行力学性能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0032] 表2本发明实施例1～3的钢卷的力学性能

[0033]

[0034] 表2中实施例均采用涂搪试验，搪烧温度800～900℃，冷却后放置10天，检验钢板

的抗鳞爆性。

[0035] 由表2可以看出，本发明生产的冷轧低碳搪瓷钢的力学性能，明显优于国标GB/T 

13790-2008中对搪瓷用冷轧低碳钢DC01EK的性能要求。

[0036]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

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

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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