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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介绍了一种检验高碳铬轴承钢碳化

物带状的前置取样方法，运用磁粉检测的原理，

即利用缺陷漏磁场与磁粉的相互作用来检测铁

磁性材料表面或近表面缺陷的一种无损检测方

法，由于带状碳化物形成元素偏析、金相组织变

化而引起磁导率变化，从而在两相界面处形成漏

磁场，在强磁场下会产生磁痕显示，在磁痕的指

示下，可以确定是否存在钢材碳化物带状，并可

以有针对性地制作金相试样，从而提高评级的准

确性。该方法克服了直接采用显微组织分析材质

技术的不足，选取的试样兼顾到了原材料的径向

纵截面和切向纵截面，扩大了取样范围，并且符

合国家标准对于碳化物带状的检验要求，提高了

检验和评级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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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检验高碳铬轴承钢碳化物带状的前置取样方法，其特征是：该检测方法是运用

磁粉检测的原理，即利用缺陷漏磁场与磁粉的相互作用原理来检测铁磁性材料表面或近表

面缺陷的一种无损检测方法，通常把检测时磁粉聚集而形成的图像称为磁痕，由于带状碳

化物形成元素偏析、金相组织变化而引起磁导率变化，从而在两相界面处形成漏磁场，在强

磁场下会产生磁痕显示；因碳化物带状与钢材的轧制方向平行，需采用直接通电法，即对试

样进行周向磁化，使磁力线与碳化物带成垂直方向，进行磁粉检测；碳化物产生的磁痕呈带

状，各碳化物分布带之间相互平行，磁痕显示的方向比较整齐，磁痕轮廓不分明，磁粉吸附

与相关磁痕相比松散不浓密，并有复现性，在磁痕的指示下，可以确定是否存在钢材碳化物

带状，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制作金相试样，提高评级的准确性；

所述的检验高碳铬轴承钢碳化物带状的前置取样方法，具体如下：

1）、根据钢材棒料的直径不同，从钢棒料端部按要求切割出不同数量的试样；

2）、在每个试样的端部标注相应的试样编号，并标注检测面序号；

3）、将试样进行淬火、回火处理，淬火加热温度为：820℃～850℃、加热时间按试样厚度

每1mm保温1.5min；回火加热温度为150°C、时间1h～2h；冷却剂为油；

4）、将试样的每一个检测面进行磨削加工，使表面粗糙度至少达到Ra1.6；试样的两端

面也进行磨削加工，表面粗糙度达到Ra3.2即可，但要保证两端平整无斜度，目的是为了通

电磁化时夹持稳定；

5）、采用湿式剩磁法进行磁粉检测，通电磁化前，试样表面应清洁干净，无污染和锈蚀，

试样磁化通电2次～3次，每次磁化时间0.5s～1s，磁化后的试样不能与铁磁性物体接触，用

磁悬液浸泡法进行检验，浸泡前应充分搅拌磁悬液，停止搅拌后，将磁化后的试样浸入磁悬

液中不少于30  s，然后缓慢取出试样，静置1min～2min，再进行磁痕检验；

6）、根据以往多次试验验证，若未发现磁痕显示，则试样碳化物带状级别通常不会超过

2级，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则可判定原材料合格，无需再作进一步检验；若发现有磁痕显示，

则选取磁痕显示最严重的区域，按《GB/T18254 高碳铬轴承钢》标准规定，制作金相试样，进

行最终检验和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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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检验高碳铬轴承钢碳化物带状的前置取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钢材原材料质量检验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检验高碳铬轴承钢碳化

物带状的前置取样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轴承是机械行业的重要基础部件，其在高速、交变运动的环境下工作，承受着多种

应力的作用，主要是交变应力，因此就要求其力学性能均匀。由于高碳铬轴承钢含有较高的

合金元素，钢材冶炼冷却时形成的结晶偏析，在热轧变形时延伸而形成碳化物富集带，带状

碳化物的存在使钢材组织中的合金成份不均匀，并且在一般的热处理过程中不能被消除，

这会使轴承钢力学性能不均匀，从而降低轴承的质量和使用寿命。严重的碳化物带状组织

还会使工件在淬火时产生较大的变形，增加热变形后钢的各向异性，成为形成淬火裂纹的

根源。在生产实践中，发生过多次在对成品轴承套圈进行磁粉检测时，在端面及内外径出现

批量性的磁痕显示，经检验确定均由碳化物带状造成，由于轴承产品的高要求，只能批量报

废。因此，对轴承带状碳化物的评定和控制，必须做到非常准确可靠。

[0003] 金属材料组织进行评定依赖于材料的显微组织分析技术，材料的显微组织分析通

常包括三个主要阶段，即试样制备、显微组织显示以及显微组织分析，取样是金相试样制备

的第一道工序，若取样不当，则达不到检验目的。按标准规定，带状组织评级试样的检验面

和检验方向为平行于锻、轧方向的纵截面，例如附图1所示，试样尺寸以检验面的面积小于

400mm2，试样的厚度为15mm～20mm，试样太大则磨制平面过大，增长磨制时间且不易磨平，

不能显示出真实组织。

[0004] 现实情况是：检验时，希望对原材料的带状碳化物评级尽可能准确，特别是对于重

要的轴承产品，而评级要准确时则取样也要求准确，但由于金相试样本身很小，不一定能取

到存在带状碳化物的部位，或者是相对严重的部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检验高碳铬轴承钢碳化物带状的前置取样方法，该方法

应用了磁粉检测的原理，尽可能地选取到碳化物带状相对严重的部位，使得之后的金相试

样制备更有针对性、碳化物带状评级更加准确，从而有效保证轴承产品的质量。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检验高碳铬轴承钢碳化物带状的

前置取样方法，运用磁粉检测的原理，即利用缺陷漏磁场与磁粉的相互作用原理来检测铁

磁性材料表面或近表面缺陷的一种无损检测方法，通常把检测时磁粉聚集而形成的图像称

为磁痕，由于带状碳化物形成元素偏析、金相组织变化而引起磁导率变化，从而在两相界面

处形成漏磁场，在强磁场下会产生磁痕显示；因碳化物带状与钢材的轧制方向平行，需采用

直接通电法，即对试样进行周向磁化，使磁力线与碳化物带成垂直方向，进行磁粉检测；碳

化物产生的磁痕呈带状，各碳化物分布带之间相互平行，磁痕显示的方向比较整齐，磁痕轮

廓不分明，磁粉吸附与相关磁痕相比松散不浓密，并有复现性，在磁痕的指示下，可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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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钢材碳化物带状，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制作金相试样，提高评级的准确性。

[0007] 所述的检验高碳铬轴承钢碳化物带状的前置取样方法，具体如下：

1、根据钢材棒料的直径不同，从钢棒料端部按要求切割出不同数量的试样；

2、在每个试样的端部标注相应的试样编号，并标注检测面序号；

3、将试样进行淬火、回火处理，淬火加热温度为：820℃～850℃、加热时间按试样厚度

每1mm保温1.5min；回火加热温度为150°C、时间1h～2h；冷却剂为油；

4、将试样的每一个检测面进行磨削加工，使表面粗糙度至少达到Ra1.6；试样的两端面

也进行磨削加工，表面粗糙度达到Ra3.2即可，但要保证两端平整无斜度，目的是为了通电

磁化时夹持稳定；

5、采用湿式剩磁法进行磁粉检测，通电磁化前，试样表面应清洁干净，无污染和锈蚀，

试样磁化通电2次～3次，每次磁化时间0.5s～1s，磁化后的试样不能与铁磁性物体接触，用

磁悬液浸泡法进行检验，浸泡前应充分搅拌磁悬液，停止搅拌后，将磁化后的试样浸入磁悬

液中不少于30  s，然后缓慢取出试样，静置1min～2min，再进行磁痕检验；

6、根据以往多次试验验证，若未发现磁痕显示，则试样碳化物带状级别通常不会超过2

级，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则可判定原材料合格，无需再作进一步检验；若发现有磁痕显示，则

选取磁痕显示最严重的区域，按《GB/T18254 高碳铬轴承钢》标准规定，制作金相试样，进行

最终检验和评级。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方法克服了直接采用显微组织分析材质技术的不足，选

取的试样兼顾到了原材料的径向纵截面和切向纵截面，扩大了取样范围，并且符合国家标

准对于碳化物带状的检验要求，提高了检验和评级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GB/T18254—2016 高碳铬轴承钢》中规定的轴承套圈用钢材直径＞60mm的

碳化物带检验的取样部位示意图；

图2是棒料直径大于40mm的试样切割分块图；

图3是A试样示意图；

图4是B试样示意图；

图5是C试样示意图；

图6是棒料直径小于40mm的试样切割分块图；

图7是E试样示意图；

图8是D试样示意图；

图9为示例中的试样碳化物带状磁痕现实照片；

图9中：1、碳化物带状磁痕；2、样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示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如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所示，一种检验高碳铬轴承钢碳化物带状的前置取

样方法，该方法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1、切割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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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钢棒料端部按图2、图3、图4、图5所示，由线切割机床切出试样，直径Ф＞40mm的棒

料，按图2切成A、B、C三块试样；直径Ф≤40mm的棒料，按图6、图7、图8所示切成D、E两块试

样。试样的尺寸如下表1、表2：

表1：

表2：

2、在每个试样的端部标注相应的试样编号A、B、C、D、E，并标识检测面记号Δ，编上序号

1、2、3、4，如图所示。

[0011] 3、将试样进行淬、回火处理：

① 淬火：加热温度820℃～850℃；

② 淬火加热时间：按试样厚度每1mm保温1.5min；

③ 冷却剂：油；

④ 回火温度：150℃；

⑤ 回火时间：1h～2h。

[0012] 4、将试样的每一个检测面进行磨削加工，使表面粗糙度至少达到Ra1.6；试样的两

端面也进行磨削加工，表面粗糙度达到Ra3.2即可，但要保证两端平整无斜度，目的是为了

通电磁化时夹持稳定。

[0013] 5、采用湿式剩磁法进行磁粉检测，使用荧光磁粉、非荧光磁粉均可：

①  启动磁粉检测设备，全面检查探伤设备各部状态，设备各部动作性能良好，无故障；

②  若采用非荧光磁粉检测，应保证试样表面白光照度不小于1000lx；若采用荧光磁粉

检测，应保证试样表面紫外辐照度不低于1000μW/cm2，白光照度不高于20  lx；

③  磁悬液搅拌均匀，用A-15/50人工标准试片进行设备综合性能校验，试片上人工槽

显示清晰完整，校验合格后，方可进行磁粉检测；

④  磁化电流的确定，按公式：Ι＝（30～40）D

式中：I—磁化电流（A），  D—等效直径，为试样横截面的周长/π（mm）

⑤通电磁化前，试样表面应清洁干净，无污染和锈蚀，将试样沿长度方向放置在磁粉检

测设备的两个电极间夹紧并保证夹持良好，防止松动或打火；

⑥ 试样磁化通电2次～3次，每次磁化时间0.5s～1s，磁化后的试样不能与铁磁性物体

接触；

⑦  用磁悬液浸泡法进行检验，浸泡前应充分搅拌磁悬液，停止搅拌后，将磁化后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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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浸入磁悬液中不少于30  s；然后缓慢取出试样，静置1min～2min，再进行磁痕检验。

[0014] 6、根据以往的试验结果积累，若未发现磁痕显示，则试样碳化物带状级别通常不

会超过2级，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则可判定原材料合格，无需再作进一步检验；若发现有磁痕

显示，则选取磁痕显示最严重的区域，按《GB/T18254 高碳铬轴承钢》标准规定，制作金相试

样，进行最终检验和评级。

[0015] 7、图9为试样碳化物带状磁痕显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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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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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110726578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