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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

处理工艺，属于螺栓加工技术领域，包括如下加

工步骤：（1）加热：将加热炉内通入一定量的甲醇

与丙烷的混合气体，对加热炉内进行加热至800

℃，在此温度下保温2  h；（2）回火：将加热炉内的

温度以15‑20℃/h的冷却速度降至700℃，并在此

温度下保温7‑8  h；（3）高温淬火：然后采用500℃

的矿物质油中进行淬火；（4）冷却：将步骤（3）所

得螺栓取出置于20‑35℃的水中进行冷却；（5）除

油：将步骤（4）所得螺栓置于除油剂中进行除油。

该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可对螺栓

进行热处理，使得经过热处理后的螺栓具有较高

的强度并保持较好的耐腐蚀性能，以提高螺栓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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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加工步骤：

（1）加热：将待进行处理的螺栓置于加热炉内，通入一定量的甲醇与丙烷的混合气体，

对加热炉内进行加热至800  ℃，在此温度下保温2  h；

（2）回火：将加热炉内的温度以15-20  ℃/h的冷却速度降至700  ℃，并在此温度下保温

7-8  h；

（3）高温淬火：然后将螺栓置于500  ℃的矿物质油中进行淬火1  h；

（4）冷却：将步骤（3）所得螺栓取出置于20-35  ℃的水中进行冷却；

（5）除油：将步骤（4）所得螺栓置于除油剂中进行除油，所述除油剂的温度为65-85  ℃，

然后用热水将表面清洗干净后进行烘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甲醇

与丙烷的体积比为1-1.5: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油

剂包括如下重量配比的组分：碳酸钠65-80  份，磷酸氢二钠25-40份，硅酸钠15-25份，脂肪

醇聚氧乙烯醚5-10份及去离子水50-8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栓

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  15-25%，镉10-15  %，钼5-10  %，钨1-3  %，钒0.5-1.5  %，硅0.1-0.3 

%，铌0.01-0.03  %，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量不超过0.1  %。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栓

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  20-25%，镉12-15  %，钼5-10  %，钨1-3  %，钒0.5-1.5  %，硅0.1-0.3 

%，铌0.01-0.03  %，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量不超过0.08  %。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栓

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  20-25%，镉10  %，钼5-10  %，钨1-3  %，钒0.5-1.5  %，硅0.1-0.3  %，

铌0.01-0.03  %，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量不超过0.08  %。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栓

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  15-25%，镉15  %，钼5-10  %，钨1-3  %，钒1.5  %，硅0.1-0.3  %，铌

0.01-0.03  %，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量不超过0.08  %。

8.根据权利要求4-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杂质中磷的含量不超过0.03  %。

9.根据权利要求4-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杂质中硫的含量不超过0.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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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螺栓加工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螺栓是一种机械零件，常用于配用螺母的圆柱形带螺纹的紧固件。在汽车零部件

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多种尺寸的螺栓进行固定，由于现在对汽车零部件的质

量要求越来越严格，因此作为紧固部件的螺栓也需要具有较高的强度，在与其它零部件经

过长期摩擦后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紧固能力。而且由于汽车的行驶环境多样，很多螺栓都

裸露在外，这些螺栓长时间与多种环境接触，需要其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能，以提高其使用

寿命。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该种

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可对螺栓进行热处理，使得经过热处理后的螺栓具有较高

的强度并保持较好的耐腐蚀性能，以提高螺栓的质量。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

热处理工艺，包括如下加工步骤：

[0005] (1)加热：将待进行处理的螺栓置于加热炉内，通入一定量的甲醇与丙烷的混合气

体，对加热炉内进行加热至800℃，在此温度下保温2h；

[0006] (2)回火：将加热炉内的温度以15-20℃/h的冷却速度降至700℃，并在此温度下保

温7-8h；

[0007] (3)高温淬火：然后将螺栓置于500℃的矿物质油中进行淬火1h；

[0008] (4)冷却：将步骤(3)所得螺栓取出置于20-35℃的水中进行冷却；

[0009] (5)除油：将步骤(4)所得螺栓置于除油剂中进行除油，所述除油剂的温度为65-85

℃，然后用热水将表面清洗干净后进行烘干。在加热炉内通入甲醇和丙烷的混合气体在高

温下裂解产生的碳势，可以对螺栓进行加热保护，避免金属表面氧化；先采取高温油淬火可

避免直接采用水淬火而导致螺栓内部金属开裂而影响其硬度，可保持螺栓内部均匀。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甲醇与丙烷的体积比为1-1.5:1-2。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除油剂包括如下重量配比的组分：碳酸钠65-80份，磷酸氢二钠25-

40份，硅酸钠15-25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5-10份及去离子水50-85份。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螺栓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15-25％，镉10-15％，钼5-10％，钨1-

3％，钒0.5-1.5％，硅0.1-0.3％，铌0.01-0.03％，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

量不超过0.1％。铬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较好的耐腐蚀性，镉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钼及钨均

具有较高的硬度，钒具有较强的硬度和较好的耐腐蚀性，硅作为还原剂和脱氧剂，可提高螺

栓的强度，铌使螺栓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在保持其硬度的同时便于加工；这些元素的结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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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螺栓具有较高的强度和较好的耐腐蚀性。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螺栓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20-25％，镉12-15％，钼5-10％，钨1-

3％，钒0.5-1.5％，硅0.1-0.3％，铌0.01-0.03％，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

量不超过0.08％。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螺栓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20-25％，镉10％，钼5-10％，钨1-

3％，钒0.5-1.5％，硅0.1-0.3％，铌0.01-0.03％，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

量不超过0.08％。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螺栓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15-25％，镉15％，钼5-10％，钨1-

3％，钒1.5％，硅0.1-0.3％，铌0.01-0.03％，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量不

超过0.08％。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杂质中磷的含量不超过0.03％。适量磷可以增强钢铁的冷脆性，但

是过量的话会降低其加工性能。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杂质中硫的含量不超过0.035％。适量硫可改善钢铁的加工性能，

但是过量硫会降低其耐腐蚀性性，而且使钢铁表面易开裂。

[0018]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高强度耐腐

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该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可对螺栓进行热处理，使得经

过热处理后的螺栓具有较高的强度，以提高螺栓的质量；在加热炉内通入甲醇和丙烷的混

合气体在高温下裂解产生的碳势，可以对螺栓进行加热保护，避免金属表面氧化；先采取高

温油淬火可避免直接采用水淬火而导致螺栓内部金属开裂而影响其硬度，可保持螺栓内部

均匀；该种螺栓的原材包含多种金属材料，可使该种螺栓具有较高的强度、硬度，并具有较

好的耐腐蚀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以下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所述螺栓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15％，镉10％，钼5％，

钨1％，钒0.5％，硅0.1％，铌0.01％，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量不超过

0.1％。

[0022] 实施例2

[0023] 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所述螺栓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25％，镉15％，钼10％，

钨3％，钒1.5％，硅0.3％，铌0.03％，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量不超过

0.08％，所述杂质中磷的含量不超过0.03％，所述杂质中硫的含量不超过0.035％。

[0024] 实施例3

[0025] 一种高强度耐腐蚀螺栓，所述螺栓包括如下配比的组分：铬20％，镉12％，钼7％，

钨2％，钒1％，硅0 .2％，铌0 .02％，余量为铁及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杂质含量不超过

0.08％，所述杂质中磷的含量不超过0.03％，所述杂质中硫的含量不超过0.035％。

[0026] 实施例4

[0027] 采用实施例1中的螺栓进行热处理工艺，包括如下加工步骤：

[0028] (1)加热：将待进行处理的螺栓置于加热炉内，通入一定量的体积比为1:1的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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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丙烷的混合气体，对加热炉内进行加热至800℃，在此温度下保温2h；

[0029] (2)回火：将加热炉内的温度以15℃/h的冷却速度降至700℃，并在此温度下保温

7h；

[0030] (3)高温淬火：然后将螺栓置于500℃的矿物质油中进行淬火1h；

[0031] (4)冷却：将步骤(3)所得螺栓取出置于20℃的水中进行冷却；

[0032] (5)除油：将步骤(4)所得螺栓置于除油剂中进行除油，所述除油剂包括如下重量

配比的组分：碳酸钠65份，磷酸氢二钠25份，硅酸钠15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5份及去离子水

50份，所述除油剂的温度为65℃，然后用热水将表面清洗干净后进行烘干。

[0033] 实施例5

[0034] 采用实施例1中的螺栓进行热处理工艺，包括如下加工步骤：

[0035] (1)加热：将待进行处理的螺栓置于加热炉内，通入一定量的体积比为1.5:2甲醇

与丙烷的混合气体，对加热炉内进行加热至800℃，在此温度下保温2h；

[0036] (2)回火：将加热炉内的温度以20℃/h的冷却速度降至700℃，并在此温度下保温

8h；

[0037] (3)高温淬火：然后将螺栓置于500℃的矿物质油中进行淬火1h；

[0038] (4)冷却：将步骤(3)所得螺栓取出置于35℃的水中进行冷却；

[0039] (5)除油：将步骤(4)所得螺栓置于除油剂中进行除油，所述除油剂包括如下重量

配比的组分：碳酸钠80份，磷酸氢二钠40份，硅酸钠25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10份及去离子

水85份，所述除油剂的温度为85℃，然后用热水将表面清洗干净后进行烘干。

[0040] 实施例6

[0041] 采用实施例1中的螺栓进行热处理工艺，包括如下加工步骤：

[0042] (1)加热：将待进行处理的螺栓置于加热炉内，通入一定量的体积比为1.2:1.5甲

醇与丙烷的混合气体，对加热炉内进行加热至800℃，在此温度下保温2h；

[0043] (2)回火：将加热炉内的温度以17℃/h的冷却速度降至700℃，并在此温度下保温

7.5h；

[0044] (3)高温淬火：然后将螺栓置于500℃的矿物质油中进行淬火1h；

[0045] (4)冷却：将步骤(3)所得螺栓取出置于27℃的水中进行冷却；

[0046] (5)除油：将步骤(4)所得螺栓置于除油剂中进行除油，所述除油剂包括如下重量

配比的组分：碳酸钠72份，磷酸氢二钠32份，硅酸钠20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7份及去离子水

62份，所述除油剂的温度为75℃，然后用热水将表面清洗干净后进行烘干。

[0047] 对比例

[0048] 采用两份同尺径的钢板，对其中一份钢板进行与实施例4同参数设置的热处理工

艺作为对比例2，然后与实施例1-6所得产品进行性能测试，其测试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49] 表1性能测试结果

[0050]   屈服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延伸率/％ 耐腐减量/％

实施例1 587 667 4.2 0.034

实施例2 780 923 2.9 0.097

实施例3 652 785 3.4 0.062

实施例4 672 759 3.1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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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5 693 794 2.7 0.057

实施例6 680 811 2.9 0.042

对比例1 235 215 2.0 0.197

对比例2 389 421 1.9 0.174

[0051] 其中对于耐腐蚀性的测量是在15％(质量分数)的HCl水溶液中将螺栓浸渍24小

时，然后测量浸渍前后的腐蚀减量。

[0052] 由以上结果可知，采用该种热处理工艺处理后的螺栓具有较高的强度，而且可以

保持其耐腐蚀性能；该种螺栓采用多种金属制成，可使其具有较高的强度及较好的耐腐蚀

性能。

[005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几个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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