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596951.5

(22)申请日 2020.06.28

(71)申请人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054027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钢铁南

路262号

(72)发明人 王利军　胡黎宁　董庆　阮士朋　

李永超　王宁涛　郭明仪　张鹏　

秦树超　木永卫　王冬晨　韩广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石家庄冀科专利商标事务所

有限公司 13108

代理人 赵幸

(51)Int.Cl.

C22C 38/02(2006.01)

C22C 38/04(2006.01)

C22C 38/22(2006.01)

C22C 38/06(2006.01)

C21D 8/06(2006.01)

C21D 1/1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及

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冷镦钢热轧线材领域，涉及一种

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及其制备方

法，所述盘条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为：C 

0.38～0.43%，Si  0.21‑0.35%，Mn  0.80～1.00%，

P≤0 .020%，S≤0 .010%，Cr  0 .80～1 .10%，Mo 

0.15‑0.25%，Al  0.020‑0.050%，其余为Fe和不可

避免的杂质元素；所述制备方法，大方坯加热工

序，钢坯加热至1230～1260℃，保温时间340～

380min，加热炉残氧量0.5%～2.5%；热轧坯加热

工序，钢坯加热至1100～1140℃，保温时间90～

120min，加热炉残氧量1.0%～4.0%；控制轧制工

序，进精轧温度910～940℃，吐丝温度750～790

℃；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采用吹风冷却，以

1.0～2.0℃/s冷却至550～570℃，然后进入盖有

保温罩的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25～40min；

该盘条用于生产10.9级高强度风电螺栓，具有良

好的低温冲击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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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其特征在于，所述盘条化学成分及其重量

百分含量为：C 0.38～0.43%，Si 0.21-0.35%，Mn 0.80～1.00%，P ≤0.020%，S ≤0.010%，

Cr 0.80～1.10%，Mo 0.15-0.25%，Al 0.020-0.050%，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2.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制备工艺流程为：大方坯加热→开坯→缓冷→热轧坯加热→控制轧制→控制冷却→成品盘

条，所述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采用吹风冷却，以1.0～2.0℃/s冷却至550～570℃，然

后进入盖有保温罩的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25～40min。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大方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230～1260℃，保温时间340～380min，加热炉残氧

量0.5%～2.5%。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热轧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00～1140℃，保温时间90～120min，加热炉残氧

量1.0%～4.0%。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控制轧制工序，进精轧温度910～940℃，吐丝温度750～790℃。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进入集卷站，集卷站采用吹风冷却，以1.0～2.0℃/s

冷却至550～570℃，然后进入盖有保温罩的板链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25～40min。

7.根据权利要求2－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规格为Φ30～4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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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冷镦钢热轧线材领域，涉及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紧固件作为各行业最基础的零部件，在工作时除受到轴向预紧拉伸载荷的作用

外，还会受到附加的拉伸交变载荷、横向剪切交变载荷或由此复合而成的弯曲载荷的作用。

而风电螺栓除上述受力条件外，还随主机一起常年经受酷暑严寒和极端温差、盐雾腐蚀等

的侵蚀和考验。因此，在保证风电螺栓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塑性外，还要求有足够的低温冲击

韧性。

[0003] 目前，国内高强度风电螺栓大部分选择10.9级，一般情况下高强度风电螺栓采用

碳含量为0.30%～0.55%的中碳合金结构钢制造；对于≥M30螺栓一般选用35CrMo、42CrMo、

B7、SCM440、40CrNiMoA钢，少量产品也允许使用30CrMnSiA钢。10.9级高强度风电螺栓，其硬

度值33～39HRC，抗拉强度Rm≥1040MPa，断后伸长率A≥9%，断面收缩率Z≥48%，低温冲击吸

收能量（-40℃）KV2≥27J。

[0004] 采用热轧盘条生产风电螺栓时，冷镦前需要进行拉拔和退火处理，以满足螺栓尺

寸精度和冷镦变形能力要求，冷镦成型后进行调质处理，以达到10.9级风电螺栓的力学性

能要求。然而在实际生产时，常出现因原料化学成分、偏析或热处理工艺或化学成分与热处

理工艺搭配设计不当，造成螺栓热处理后低温冲击功不满足要求，需要进行二次热处理来

改善产品的低温冲击韧性。为解决上述问题，发明了一种Φ30～42mm的大规格风电螺栓用

冷镦钢热轧盘条，用于生产10.9级高强度风电螺栓，该产品具有良好的低温冲击韧性。

[0005] 授权公告号为CN  103952633  B公开了《具有良好低温冲击韧性的高强度钢盘条及

其生产方法》，其采用较低加热温度，降低原始奥氏体晶粒，避免混晶；另外，在低的进精轧

温度及冷却初始温度下，控制材料在奥氏体未再结晶区精轧，弥散析出、细化晶粒，通过降

低韧脆转变温度实现低温冲击韧性的提高。其采用较低的进精轧温度在实际生产时存在轧

机负荷过载问题。

[0006] 申请公布号为  CN  110643881  A公开了《一种大规格风电紧固件用钢及其制造方

法》，通过优化合金元素成分设计，解决大规格风电螺栓热处理后的性能波动，同时利用优

化的淬透性计算方法确定发明中C、Mn、Si、Mo、Cr、Ni元素的含量，保证J25处的淬透性，实现

淬透性带宽小于3HRC，满足48-65mm的大规格风电紧固件对材料的性能要求。该产品加入了

Ni和Nb贵重合金元素，且产品为棒材，与热轧盘条的制造方法不同。

[0007] 申请公布号为CN  107299278  A公开了《一种耐超低温冲击风电高强螺栓用钢制造

方法》，该发明产品含有1.73%的Ni，采用转炉双渣操作及LF钢包精炼高碱度渣系，实现低P、

S控制；采用VD真空脱气和全程氩气保护浇铸，对O、N、H等杂质含量进行控制，减少钢中非金

属夹杂物数量，促进微细分散化，改善钢的低温韧脆转变温度；连铸采用电磁搅拌技术改善

钢材致密度和成分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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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授权公告号为CN  103526004  B  公开了《一种保证低温紧固件冲击韧性的方法》，

该发明原材料选择35CrMoA和42CrMoA，35CrMoA化学成分满足GB/T3077的要求，42CrMoA满

足ASME/ASTM标准A320  L7的要求。淬火温度为810℃－870℃，淬火保温时间15－40分钟：用

10#或20#机械油或用盐水溶液对紧固件双头螺柱进行冷却；回火温度590℃－670℃，保温

时间90－120分钟，在室温下进行冷却；所述紧固件双头螺柱热处理后的洛氏硬度为：

HRC26－30，其产品硬度不满足10.9级风电螺栓要求，且回火冷却采用是室温下冷却方式，

不利于避免高温回火脆性。

[0009] 申请公告号为CN  110157980  A公开了《一种具有优异低温冲击性能的钻杆接头用

钢》，本发明的钻杆接头用钢通过添加Nb元素，形成具有弥散且溶解温度很高的NbC碳化物

来“钉扎”奥氏体晶界来细化奥氏体晶粒度，奥氏体晶粒度从原SAE4137H的5级提高到7.5级

以上，提高了材料低温冲击性能；通过添加Ni元素增加材料的层错能来改材料的低温缺口

敏感性，从而提高材料的低温冲击性能。采用这两项措施后，钻杆接头调质热处理后冲击

AKV(纵向，-20℃)可以达到90J以上，可以满足低温环境使用的钻杆接头设计要求。

[0010] 现有发明，或通过低温轧制+低温吐丝控制实现晶粒细小控制，但部分轧钢设备存

在低温轧制负荷过载问题；或通过添加贵重合金Ni、Nb，通过细晶控制和增加材料层错能，

降低低温缺口敏感性等，但所研究产品要么是棒材要么是热处理性能不符合10.9级风电螺

栓性能；或通过改变热处理工艺来提升钢的低温冲击性能，但所述紧固件双头螺柱热处理

后的洛氏硬度为：HRC26－30，其产品硬度不满足10.9级风电螺栓要求，且回火后冷却为室

温冷却方式，不利于避免高温回火脆性。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及其制

备方法，该盘条用于生产10.9级高强度风电螺栓，具有良好的低温冲击韧性。

[0012]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

钢热轧盘条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为：C  0 .38～0.43%，Si  0 .21-0 .35%，Mn  0 .80～

1.00%，P  ≤0.020%，S  ≤0.010%，Cr  0.80～1.10%，Mo  0.15-0.25%，Al  0.020-0.050%，其余

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0013] 各元素的作用及配比依据如下：

C含量过低，如0.30%，淬火后硬度较低，同样生产10.9级紧固件时，回火时需要采用更

低的回火温度，不利于提高材料的韧性；但若碳含量过高，如0.50%，则因碳含量增加带来的

韧性损失较大，材料淬火后硬度过高，淬裂风险大，所以将C含量设计为0.38～0.43%。

[0014] Mn具有较强的提高淬透性作用，且有利于使钢的调质组织均匀、细化，且在一定范

围内提高Mn含量有利于削弱S对冲击韧性的不利影，因此Mn含量下限控制在0.80%，但当锰

含量过高时，会加剧钢的偏析，使盘条纵向形成明显带状组织，恶化韧性，因此锰含量设计

为0.80～1.00%；

Si具有一定提高淬透性作用，但固溶强化效果较强，且硅过高不利于冷镦成型，因此不

易加入过高含量Si，其成分范围为0.21-0.35%。

[0015] Cr在合金结构钢中起到提高淬透性作用，与碳形成各种碳化物，提高钢抗回火软

化能力，但Cr亦增加钢的回火脆性倾向，因此Cr含量设计为0.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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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Mo在调质钢中，能使较大断面的零件淬深、淬透，提高钢的抗回火性或回火稳定

性，使零件可在较高温度下回火；与Cr、Mn等并存，可降低或抑制因其他元素所导致的回火

脆性；Mo元素为贵重合金，且在世界范围内的储量并不丰富，因此Mo含量设计为0.15～

0.25%。

[0017] Al在钢中与N结合形成AlN，可有效防止零件在淬火时奥氏体晶粒长大，但与N结合

的Al含量及分布受总Al含量及冷加工、热处理影响，过低的Al含量，在淬火加热时不能保证

阻止晶粒长大，容易产生奥氏体混晶，过高的Al含量，则容易引起大尺寸非金属夹杂物数量

偏多，因此总Al含量设计为0.020～0.050%。

[0018] 杂质元素S、P偏聚在晶界会降低钢的韧性，应尽可能控制得低一些。

[0019] 所述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的制备工艺流程为：大方坯加热→开坯→

缓冷→热轧坯加热→控制轧制→控制冷却→成品盘条，所述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采

用吹风冷却，以1.0～2.0℃/s冷却至550～570℃，然后进入盖有保温罩的运行通道内缓冷，

缓冷时间25～40min。

[0020] 吐丝后采用先风冷后缓冷的控冷方式，一方面可以抑制铁素体析出，使过冷奥氏

体在粒状贝氏体转变区完成组织转变，还可抑制碳元素的偏析，得到较轻的带状组织，从而

获得相对均匀的粒状贝氏体为主组织，这种组织容易进行球化退火，退火后得到分布均匀

的球点状碳化物，从而在淬火加热时容易达到成分均匀，淬火后得到较高含量马氏体组织，

回火后碳化物大小、形状一致，分布弥散，即通过优化控制盘条显微组织，来提高调质处理

组织一致性，达到提升调质处理后的冲击韧性目的。

[0021] 优选的，所述大方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230～1260℃，保温时间340～380min，

加热炉残氧量0.5%～2.5%。

[0022] 为了获得均匀的显微组织，结合钢种的高温热塑性，将加热温度设定为1230～

1260℃，为保证化学成分均匀化效果，控制大方坯加热保温时间340～380min，同时为了避

免脱碳层的增加，加热炉残氧量控制为0.5～2.5%。钢坯加热至1230～1260℃，保温时间340

～380min，能够消除或减轻连铸坯的偏析，使热轧盘条获得相对均匀的粒状贝氏体为主的

组织，这种组织容易进行球化退火，退火后得到分布均匀的球点状碳化物，从而在淬火加热

时容易达到成分均匀，淬火后得到较高含量马氏体组织，回火后碳化物大小、形状一致，分

布弥散。

[0023] 优选的，所述热轧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00～1140℃，保温时间90～120min，

加热炉残氧量1.0%～4.0%。

[0024] 热轧坯加热工序的主要目的是为盘条的轧制做准备，由于本发明产品为大规格热

轧盘条，为保证盘条表面质量，其加热温度不宜过低，否则因钢坯角部降温较快，易产生表

面裂纹；另外，为防止奥氏体晶粒过分长大在对钢坯的加热过程要严格控制加热温度及保

温时间。

[0025] 优选的，所述控制轧制工序，进精轧温度910～940℃，吐丝温度750～790℃。

[0026] 在盘条轧制工序，温度过低形变再结晶不充分，而形变温度过高，则形变后晶粒过

大；采取进精轧温度910～940℃，促进轧制时再结晶的进行，使形变储能降低，减少因形变

对奥氏体向铁素体转变的温度的影响，目的是抑制铁素体析出，为最终获得粒状贝氏体为

主的组织做准备；吐丝温度控制在750～790℃，目的是防止轧后再结晶晶粒长大，为后续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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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做准备，最终实现抑制铁素体析出的目的。

[0027] 优选的，所述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进入集卷站，集卷站采用吹风冷却，以1.0

～2.0℃/s冷却至550～570℃，然后进入盖有保温罩的板链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25～

40min。

[0028] 优选的，所述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规格为Φ30～42mm。

[0029] 采用上述制备方法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获得的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

钢热轧盘条显微组织以贝氏体为主，盘条纵截面无明显带状偏析组织，该组织不仅具有良

好塑性，避免了马氏体组织的脆性，且易于球化退火，在淬火时可采用较低的加热温度达到

奥氏体成分均匀，淬火后可获得较高含量马氏体组织，从而保证回火索氏体中碳化物大小、

形状一致，分布弥散，该回火组织具有良好的低温冲击韧性。本发明热轧盘条经820±10℃

加热并保温60±10min后进行水淬火，在530±10℃保温120±10min，保温结束采用水冷至

室温，产品硬度达到35-39HRC，-45℃冲击功KV2达到46～68J。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实施例2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盘条横截面金相组织；

图2为实施例2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盘条纵截面金相组织；

图3为实施例2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盘条热处理试验后横截面金相组织；

图4为实施例2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盘条热处理试验后-45℃冲击断口微观形貌。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一种大规格风电螺栓用冷镦钢热轧盘条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盘条化学成分

及其重量百分含量为：C  0.38～0.43%，Si  0.21-0.35%，Mn  0.80～1.00%，P  ≤0.020%，S  ≤

0.010%，Cr  0.80～1.10%，Mo  0.15-0.25%，Al  0.020-0.050%，其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元素。所述制备方法，制备工艺流程为：大方坯加热→开坯→缓冷→热轧坯加热→控制轧制

→控制冷却→成品盘条，大方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230～1260℃，保温时间340～

380min，加热炉残氧量0.5%～2.5%。热轧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00～1140℃，保温时间

90～120min，加热炉残氧量1.0%～4.0%。控制轧制工序，进精轧温度910～940℃，吐丝温度

750～790℃。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采用吹风冷却，以1.0～2.0℃/s冷却至550～570

℃，然后进入盖有保温罩的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25～40min。热轧盘条规格为Φ30～

42mm。

[003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33]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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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1

实施例1盘条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列于表1中，盘条制备工艺流程为：大方坯

加热→开坯→缓冷→热轧坯加热→控制轧制→控制冷却→成品盘条，大方坯加热工序，钢

坯加热至1230℃，保温时间380min，加热炉残氧量1.2%。热轧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00

℃，保温时间101min，加热炉残氧量4.0%。控制轧制工序，进精轧温度910℃，吐丝温度779

℃。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采用吹风冷却，以1.0℃/s冷却至558℃，然后进入盖有保温

罩的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40min。热轧盘条规格为Φ30mm。

[0034] 实施例2

实施例2盘条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列于表1中，盘条制备工艺流程为：大方坯

加热→开坯→缓冷→热轧坯加热→控制轧制→控制冷却→成品盘条，大方坯加热工序，钢

坯加热至1249℃，保温时间340min，加热炉残氧量2.1%。热轧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21

℃，保温时间106min，加热炉残氧量2.1%。控制轧制工序，进精轧温度921℃，吐丝温度750

℃。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采用吹风冷却，以1.4℃/s冷却至550℃，然后进入盖有保温

罩的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33min。热轧盘条规格为Φ36mm。

[0035] 实施例3

实施例3盘条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列于表1中，盘条制备工艺流程为：大方坯

加热→开坯→缓冷→热轧坯加热→控制轧制→控制冷却→成品盘条，大方坯加热工序，钢

坯加热至1260℃，保温时间361min，加热炉残氧量2.5%。热轧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28

℃，保温时间96min，加热炉残氧量3.1%。控制轧制工序，进精轧温度931℃，吐丝温度769℃。

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采用吹风冷却，以1.8℃/s冷却至566℃，然后进入盖有保温罩的

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25min。热轧盘条规格为Φ38mm。

[0036] 实施例4

实施例4盘条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列于表1中，盘条制备工艺流程为：大方坯

加热→开坯→缓冷→热轧坯加热→控制轧制→控制冷却→成品盘条，大方坯加热工序，钢

坯加热至1239℃，保温时间371min，加热炉残氧量0.5%。热轧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40

℃，保温时间90min，加热炉残氧量1.6%。控制轧制工序，进精轧温度916℃，吐丝温度782℃。

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采用吹风冷却，以2.0℃/s冷却至570℃，然后进入盖有保温罩的

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29min。热轧盘条规格为Φ40mm。

[0037]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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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5盘条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列于表1中，盘条制备工艺流程为：大方坯

加热→开坯→缓冷→热轧坯加热→控制轧制→控制冷却→成品盘条，大方坯加热工序，钢

坯加热至1244℃，保温时间349min，加热炉残氧量0.8%。热轧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32

℃，保温时间120min，加热炉残氧量1.0%。控制轧制工序，进精轧温度940℃，吐丝温度790

℃。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采用吹风冷却，以1.6℃/s冷却至554℃，然后进入盖有保温

罩的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36min。热轧盘条规格为Φ42mm。

[0038] 实施例6

实施例6盘条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列于表1中，盘条制备工艺流程为：大方坯

加热→开坯→缓冷→热轧坯加热→控制轧制→控制冷却→成品盘条，大方坯加热工序，钢

坯加热至1254℃，保温时间354min，加热炉残氧量1.7%。热轧坯加热工序，钢坯加热至1114

℃，保温时间114min，加热炉残氧量2.4%。控制轧制工序，进精轧温度926℃，吐丝温度774

℃。控制冷却工序，吐丝后盘条采用吹风冷却，以2.0℃/s冷却至561℃，然后进入盖有保温

罩的运行通道内缓冷，缓冷时间38min。热轧盘条规格为Φ36mm。

[0039] 对实施例1－6热轧盘条显微组织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列于表2中。此外，取实施例

1－6热轧盘条试样进行调质热处理试验，试验后对试样硬度和-45℃冲击功进行检测，检测

结果列于表2，热处理试验工艺如下：将盘条试样经820±10℃加热并保温60±10min后进行

水淬火，在530±10℃保温120±10min，保温结束采用水冷至室温。

[0040] 表2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而非限制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尽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

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可以对本发明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

换，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任何修改或局部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

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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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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