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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硬度高韧性易焊接预硬化塑料模具钢及

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一种高硬度高韧性易焊接预硬化塑料模具

钢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工模具钢技术领域。该钢

的具体化学成分重量％如下：C：0.20～0.30％，

Si：0.20～0.50％，S：≤0.030％，P：≤0.030％，

Mn：1 .0～2 .0％，Ni：1 .5～3 .0％，Mo：0 .5～

1.5％，Cr：1.5～2.5％，V：0.1～1.0％，余量为Fe

及不可避免的杂质。优点在于,与现有技术相比

具有更优异组织均匀性、更高预硬化硬度、极高

韧性、更好的焊接性能、综合性能优异，适宜制作

更高硬度更高抛光性能的特大型预硬化塑料模

具钢模块，有效避免预硬化开裂问题，提高切削

加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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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硬度高韧性易焊接预硬化塑料模具钢，其特征在于，该钢的具体化学成分重

量％为：C：0.28～0.30％，Si：0.20～0.50％，S：≤0.030％，P：≤0.030％，Mn：1.0～2.0％，

Ni：2.2～3.0％，Mo：1.34～1.5％，Cr：2.04～2.45％，V：0.55～1.0％，余量为Fe及不可避免

的杂质；

该模具钢的工艺步骤及控制的技术参数如下：

(1)冶炼：采用转炉、电炉、感应炉、炉外精炼、电渣重熔方式进行熔炼，浇铸成钢锭，对

钢锭进行缓冷或800～900℃保温退火处理；

(2)将铸锭充分加热，以30℃/s～70℃/s升温速度缓慢加热，加热温度1150～1200℃，

始锻温度1150～1180℃，终锻温度不得低于850℃；

(3)退火：锻后以850～1000℃保温处理，以缓慢30℃/s冷却至650℃±10℃保温，炉冷

低于400℃出炉；

(4)预硬化热处理工艺：在860～920℃进行固溶处理，出炉水冷或油冷至室温，再在540

～650℃进行回火处理；

(5)经过550～570℃回火，能够实现预硬化硬度≥41HRC，冲击韧性≥85J，抗拉强度≥

1350MPa。

2.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高硬度高韧性易焊接预硬化塑料模具钢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工艺步骤及控制的技术参数如下：

(1)冶炼：采用转炉、电炉、感应炉、炉外精炼、电渣重熔方式进行熔炼，浇铸成钢锭，对

钢锭进行缓冷或800～900℃保温退火处理；

(2)将铸锭充分加热，以30℃/s～70℃/s升温速度缓慢加热，加热温度1150～1200℃，

始锻温度1150～1180℃，终锻温度不得低于850℃；

(3)退火：锻后以850～1000℃保温处理，以缓慢30℃/s冷却至650℃±10℃保温，炉冷

低于400℃出炉；

(4)预硬化热处理工艺：在860～920℃进行固溶处理，出炉水冷或油冷至室温，再在540

～650℃进行回火处理；

(5)经过550～570℃回火，能够实现预硬化硬度≥41HRC，冲击韧性≥85J，抗拉强度≥

135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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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硬度高韧性易焊接预硬化塑料模具钢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模具钢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硬度高韧性易焊接预硬化塑料模

具钢及其制备方法；适用于各类特大型高抛光性能塑料模具用钢。

背景技术

[0002] 预硬化型塑料模具钢是塑料模具钢中的重要高端品种之一，由于以预硬化热处理

状态交货，用户可直接加工成模具而不需要再进行热处理，避免了热处理变形和开裂、缩短

了模具制造周期、减低了生产成本，越来越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随着以汽车、家电模具为

代表的大型塑料成形模具对大型预硬化塑料模具钢的需求逐步增加，随着此类塑料制品要

求的提高，大型汽车、家电预硬化塑料模具钢的发展趋势是大型化和高抛光性能(镜面光洁

度)。大型预硬化塑料模具钢使用厚度最大达到1300mm、宽度1500mm、长度2000mm，单块吨位

达到30t。传统常用3Cr2MnNiMo预硬化塑料模具钢通常的使用厚度是800mm左右，预硬化硬

度32～36HRC，更大的截面尺寸以及更高的预硬化硬度下，该钢的韧性、淬透性和组织均匀

性等性能不足，不能够很好的满足特大型高抛光性能预硬化塑料模具的需求。同时，模具用

户更注重模具组合焊接和补焊性能，传统3Cr2MnNiMo钢的焊接性能不能很好的满足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硬度高韧性易焊接预硬化塑料模具钢及其制备方

法，是设计Mn-Ni-Mo-V复合合金化高温析出强化高性能预硬化塑料模具钢。通过高温析出

强化，延缓回火硬度降低，获得更高预硬化硬度。通过低C，Mn-Ni-Mo-V复合合金化的合金化

设计获得更高冲击韧性、降低元素和组织偏析，进而获得更佳综合性能，获得优异焊接性

能。通过Mn-Ni-Mo-V复合合金化获得更优异淬透性。发明一种适宜制作特大截面尺寸的具

备高硬度、高韧性、淬透性、高抛光性、优异切削性等各方面综合性能优异的一种新型已焊

接预硬化型塑料模具钢。

[0004] 本发明具有高硬度、高韧性、易焊接、高淬透性、优异切削加工性能，优异综合性能

的预硬化型塑料模具钢。

[0005] 本发明设计相对较低的C含量，使钢材易获得高韧性，避免由于C含量过高引起偏

析、避免大尺寸钢锭心部形成大颗粒碳化物，实现钢材的易切削加工，实现钢材易焊接。设

计Mn-Ni-Mo-V复合合金化技术手段，产生高温析出强化作用，延缓马氏体回复产生的硬度

降低，获得高预硬化硬度；优化其合金元素配置改善冲击韧性，改善结晶组织偏析；增强钢

的淬透性能。通过以上综合作用的结合，得到一种硬度、韧性、淬透性、均匀性、加工性各项

性能优异的易焊接预硬化塑料模具钢。

[0006] 本发明钢的化学成分(重量％)如下：C：0.20～0.30％，Si：0.20～0.50％，S：≤

0.030％，P：≤0.030％，Mn：1.0～2.0％，Ni：1.5～3.0％，Mo：0.5～1.5％，Cr：1.5～2.5％，

V：0.1～1.0％，余量为Fe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7] 上述各元素的作用及配比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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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C：预硬化塑料模具钢中固溶强化元素，当钢中的碳含量较低时经淬火后室温下钢

的组织为细小的板条马氏体，低碳的板条马氏体强而韧，随着碳含量的增加，马氏体的过饱

和程度增加，畸变程度增加，高碳马氏体一般呈针片状，硬度更高。较高的碳含量必将会损

失冲击韧性。碳是影响焊接性能的关键元素，碳含量越高焊接性能越差。为了获得更高的冲

击韧性和更好的焊接性能，本发明中设计相对低的C含量范围0.20～0.30％。

[0009] Si：作为脱氧元素而加入，含量一般控制在0.20～0.50％。

[0010] Mn：在大型预硬化塑料模具钢中，锰是提高钢的淬透性元素，使心部也能达到期许

力学性能。适量的锰还可有效提高钢材强度，消除硫、氧对钢材的热脆影响，改善钢材热加

工性能，并改善钢材的冷脆倾向。本发明采用Mn-Mo-V合金化产生复合作用，进入渗碳体中，

起到稳定渗碳体作用，使钢获得优异的抗回火软化性能，进而获得高的预硬化硬度。因此本

发明中Mn含量控制1.0～2.0％。

[0011] Ni：镍是重要的提高淬透性元素，在某些钢中也能够改善韧性。本发明利用Mn-Ni-

Mo-V复合合金化产生复合作用，细化碳化物、增加淬透性，改善钢的冲击韧性与淬透性。本

发明钢中确定Ni含量为1.5～3.0％。

[0012] Cr：铬可以置换渗碳体中的铁原子，形成合金渗碳体或与C形成合金碳化物，起到

碳化物稳定化和抗回火软化作用。本发明中Cr主要的目的是提高抗回火软化性能、提高淬

透性、增加钢的强度。然而添加Cr含量必须严格控制，Cr太高则会与C形成合金碳化物，在大

型模块中极易产生偏析。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原因，控制其含量在1.5～2.5％。

[0013] Mo：钼是二次硬化碳化物形成元素，本发明通过Mo、V复合析出强化作用产生二次

硬化效应，提高钢的预硬化硬度。通过Mn-Mo-V复合合金化，提高钢对回火软化的抗力。进入

合金渗碳体中，延缓合金渗碳体长大，细化碳化物，进而改善冲击韧性。钼还对改善钢的耐

点蚀性能优异，添加钼提高钢的耐点蚀性能。钼又降低或抑制因其他元素所导致的回火脆

性。本发明控制Mo含量在0.5～1.5％。

[0014] V：钒也是重要的二次硬化碳化物形成元素，本发明通过Mo、V复合析出强化作用产

生二次硬化效应，提高钢的预硬化硬度。通过Mn-Mo-V复合合金化，提高钢对回火软化的抗

力。进入合金渗碳体中，延缓合金渗碳体长大，细化碳化物，进而改善冲击韧性。钒还是有效

的阻碍晶粒长大元素，利用钒细化奥氏体晶粒，改善冲击韧性。但在钢中加入过量V时，则会

增大元素偏析，严重时会形成VC一次碳化物。本发明钢中将V含量控制为0.1～1.0％。

[0015] P：磷在钢液凝固时形成微观偏析，随后在奥氏体化温度加热时偏聚在晶界，使钢

的脆性显著增大。控制P的含量在0.030％以下，并且含量越低越好。

[0016] S：硫为不可避免的不纯物，形成FeS，给钢带来热脆性。控制S含量在0.030％以下，

并且含量越低越好。

[0017] 本发明采用与现有技术相似的制备方法：

[0018] 本发明钢可采用电弧炉、感应炉冶炼，钢水浇铸成钢锭，根据需要可进行电渣重

熔，经锻造成材或开坯后轧制成棒、模块、扁钢等。再经淬火和回火热进行预硬化热处理，达

到预期使用硬度和服役性能要求。步骤如下：

[0019] (1)冶炼：采用转炉、电炉、感应炉、炉外精炼、电渣重熔等方式进行熔炼，浇铸成钢

锭，对钢锭进行缓冷或800～900℃保温退火处理；

[0020] (2)锻造：将铸锭充分加热，以30℃/s～70℃/s升温速度缓慢加热，加热温度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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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始锻温度1150～1180℃，终锻温度不得低于850℃。

[0021] (3)退火：锻后以850～1000℃保温处理，以缓慢30℃/s冷却至650℃±10℃保温，

炉冷低于400℃出炉；

[0022] (4)预硬化热处理工艺：在860～920℃进行固溶处理，出炉水冷或油冷至室温，再

在540～650℃进行回火处理；

[0023] (5)经过550～570℃回火，能够实现预硬化硬度≥41HRC，冲击韧性≥85J，抗拉强

度≥1350MPa。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高硬度、高冲击韧性、易焊接、高抛光性能、优异切削

性能等优良综合性能的优点。与现有模具钢相比，本发明钢具有更高的强韧性，更好的淬透

性能，更好的焊接性能，适宜制作特大型预硬化模块，可更好的满足用户需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根据本发明所设计的化学成分范围，在25kg真空感应炉上冶炼了4炉本发明钢，其

具体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钢水浇铸成锭，并经锻造制成 棒材。钢材退火后，加工成

试样，经淬火、回火处理(860～950℃淬火，460～600℃回火)，其室温力学性能见表2～6。

[0026] 本发明钢具有在保持高硬度的前提下，具有更好的韧性。

[0027] 1.经相同温度淬火，不同温度回火，发明钢1#、2#、3#、4#比对比钢5#在超过540℃

温度具有更高的回火硬度，5#对比钢硬度呈线性下降趋势，发明钢1#、2#、3#、4#回火硬度有

回升趋势。(见表3、表4)

[0028] 2.经相同温度淬火，500～640℃回火后，发明钢1#、2#、3#、4#比对比钢5#更好的冲

击韧性，能够更好的满足高硬度预硬化更高韧性的要求。(见表5、表6)

[0029] 3.经相同温度淬火，560～640℃回火后，发明钢1#、2#、3#、4#比对比钢5#更好的抗

拉强度，能够更好的满足高强度的要求。(见表7)

[0030] 表1实施例与对比钢的化学成分，重量％

[0031]

[0032] 表2实施例与对比钢不同温度淬火的硬度值

[0033]

[0034] 表3实施例与对比钢在880℃淬火不同温度回火的硬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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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表4实施例与对比钢在920℃固溶不同温度时效的硬度值

[0037]

[0038] 表5实施例与对比钢在880℃固溶不同温度回火的冲击韧性

[0039]

[0040] 表6实施例与对比钢在920℃固溶不同温度回火的冲击韧性

[0041]

[0042] 表7实施例与对比钢在880℃固溶不同温度回火的抗拉强度

[0043]

[004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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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1)淬火在箱式电阻炉中进行，保温30分钟，油冷。

[0046] (2)不同温度回火2小时，空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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