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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8-M64以上
高強度螺栓
調質處理及質量控制
文/ 馮琴

風電作為世界上非常清潔和環保

一 熱處理過程闡述

的主要能源之一，是世界各國為
應對世界生態環境惡化，應對

1、調質熱處理定義

地球變暖而重點發展的能源。中

調質處理即淬火加高溫回火，以獲得回火索氏體組織，其中滲碳體呈顆

國風電產業「十二五」將進入一

粒狀均勻分佈。這種熱處理稱為調質熱處理，主要用於中碳結構鋼與低、中

個持續健康發展時期。從目前來

碳合金鋼，以期獲得良好綜合機械性能。10.9級或以上級螺栓調質熱處理的回

看，大力發展3～5MW大功率的

火溫度應選在500℃以上。

風電機組是重中之重，製造的難
點之一也在於M48以上高強度螺
栓調質處理，而在其材料選用的
是B7（42CrMo）鋼，一方面缺
少國家標準支撐；另一方面設計
規範按EN DIN標準要求也近乎
苛刻。

2、調質處理目的
M48以上風電高強度螺栓大部分選擇10.9級，少量�12.9級。參照ISO8981：2009、GB/T3098.1-2010標準，10.9級高強度螺栓，其硬度值33～39HRC，
抗拉強度Rm≥1040MPa，斷後伸長率A≥9%，斷面收縮率Z≥48%，低溫衝擊吸
收能量（-40～-45℃）KV2≥27J。在低溫零下40℃，衝擊吸收能量必須保證大
於27J，這是風電機組服役壽期的最重要性能指標，在材料確定的前提下，必

眾所周知，高強度緊固件的

須選擇最佳熱處理方案，以獲得強度和韌性，達到均衡且滿足要求的結果。

機械性能試驗結果是重點考核

與正火加回火熱處理過程相比，B7（42CrMo）鋼經調質處理後，在硬度

的產品質量指標，也是涉及風

相同的條件下，它的屈服強度、韌性和塑性會明顯地提高，晶粒將會得到進

電安全的重要指標。對調質處

一步細化。因晶粒越細小，位錯源到晶界的距離就越小，發生位元錯的數量

理的工藝及過程的有效控制對

就越少，也就越不易激發相鄰位錯源開動，滑移不易轉到另一晶粒，使得韌

於B7（42CrMo）鋼的機械性能

性大大提高；同時，晶粒越細小，晶內與晶界變形差異越小，變形越均勻，

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

應力集中小，不易開裂；單位面積晶粒多，有利於變形取向增多，晶界多曲

對調質處理過程進行詳細闡述

折，對裂紋擴展有抑制作用。通過調質處理可以獲得較為細小的晶粒和較好

以及指出熱處理過程的質量控

芯部組織，風電用B7（42CrMo）鋼晶粒度一般可達6級以上，並能獲得較好

制要點是十分必要的。

的回火索氏體，對改善碳化物的析出和分佈有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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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質處理工藝制定
為獲得良好機械性能結果，制定一份儘量合理的調質處理工藝顯得尤

為了避免因高、中溫區冷速

其重要。試驗在連續式網帶爐生產線加熱爐上進行，該加熱爐採用六區加

不足或冷速不均，而產生大面積

熱，爐頂部分分別裝有6只熱電耦，對每一區段分別測溫，碳勢主要是通

軟點、畸變和開裂，對大尺寸緊

過爐體中部的氧探頭來測量並控制整個爐膛的碳勢分佈。保護氣氛滲劑為

固件（52mm以上大截面螺栓）要

�甲醇和甲苯，高純度甲醇作為載氣，高純度甲苯裂解作為富化氣，碳勢

實施高壓噴射和劇烈攪拌，最大

設定為0.38～0.45%。爐頂裝有強力迴圈風機4只，確保爐內溫度和保護氣

限度地進行高、中溫區段的熱交

氛均勻；淬火溫度、碳勢氣氛、網帶速度、淬火液溫度、攪拌電機頻率等

換。42CrMoA鋼含碳量和含鉻量

主要技術參數均採用電腦控制，在電腦顯示幕上能全面顯示各系統實際運

比35CrMoA鋼高，可淬透性和強

行狀態。

度隨之提高，可用於大截面高強
度緊固件，在油中淬透臨界直徑�

淬火介質的冷卻能力越大，淬硬層越深。淬火冷卻介質選用UCON

φ42mm。

E聚合物淬火液。使用較高濃度（12±1%）PAG水溶液，用於處理B7
（42CrMoA）鋼或42CrMo4、SCM435（ML35CrMoA）、40CrNiMoA等中

B7鋼成分近似42CrMoA鋼，

碳合金鋼。淬火液使用溫度一般控制在20～45℃之間。理論上根據Fe-Fe 3C

B7鋼的含鉬量內控在0.18～0.20%

相圖以及相變原理和GB/T3098.1的要求，可初步設計熱處理工藝，而B7

範圍內，比普通的42CrMoA鋼的

（42CrMoA）鋼制定熱處理工藝所採用的重要依據為42CrMoA鋼CCT圖。

含鉬量多了0.02～0.03%左右。含
錳量在0.65～1.1%範圍內，一般B7

為保證工件加熱後獲得約90%馬氏體組織，應確保工件芯部與表面溫度

的含錳量均在0.80～1.0%範圍，比

達到均勻，以儘量減少應力集中，能夠獲得較好的高溫奧氏體化狀態，尤

普通的42CrMoA含錳量增加0.10～

其是屈強比最佳點，加熱溫度在鋼的奧氏體化溫度AC3以上30～50℃，應

0.20%；錳能提高材料強度、提高

根據使用的淬火介質選擇淬火保溫時間。高強度螺栓熱處理工藝參數見表1

淬透性，但單一錳含量超過0.80%

所示。

表1 高強度緊固件熱處理工藝參數
零件及
規格

材料牌號

淬火溫度/±5℃

保溫時間

一區

二區

三區

四區

五區

六區

M48*330

SCM435

850

860

860

860

850

850

210

M52*280

42CrMoA

860

870

870

870

860

860

210

M56*335

42CrMo4

840

850

850

850

850

850

210

M64*350

40CrNiMoA

840

850

850

850

840

840

240

M56*420

B7

850

860

860

860

860

860

240

零件及
規格

淬火液回火溫度/±10℃

保溫
時間

出爐
冷卻

回火
硬度

緊固件等級

濃度/%

溫度/℃

一區

二區

三區

四區

M48*330

11.5

30-45

510

520

520

520

240

水冷

34.5-36.5

10.9級螺栓

M52*280

12

30-45

530

540

540

540

240

水冷

35-37

10.9級螺栓

M56*335

12

30-45

520

530

530

530

240

水冷

35-37

10.9級螺栓

M64*350

12

30-45

530

540

540

540

270

水冷

35-37

10.9級螺栓

M56*420

12

30-45

530

540

540

540

270

水冷

34-36.5

10.9級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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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增加材料開裂傾向。鉬、錳

對表面質量需要仔細檢查，以避免熱處理過程中因應力集中而導致

兩種元素同時增加，能克服單一

淬火開裂的缺陷存在，還可根據所獲得的性能試驗資料結果進行比對，

元素的缺點，且材料中的合金元

為後續工藝的優化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

素會相互取長補短，可增加材料
綜合機械性能。經過實踐證明，
B7材料各項力學性能要明顯優於
42CrMoA，尤其是在低溫衝擊試
驗中，衝擊吸收能量合格率明顯高
於42CrMoA，這就是鉬和錳的增
加對材料性能提高的作用體現。另

三 裝爐
一般情況下，�防止變形，應按熱處理工藝要求將工件儘量平放、橫
放，對過長的工件呈45°斜放，並按一定的方位來擺放；另對需加輔助的
墊塊也要有相應的要求。

四 執行工藝及淬火

外，該鋼第二類回火脆性特別敏
感，在500～600℃回火時，快冷與

淬火的加熱保溫過程應根據網帶爐的運行速度調整。淬火前應檢查

慢冷的衝擊吸收能量值相差5～7

淬火水循環系統、提升系統、水溫等。淬火水槽的水循環系統運行的有

倍，所以在高溫回火時應快冷。另

效性是十分關鍵的，因為其直接決定了工件的冷卻速率，在出爐淬火

外，工藝人員應根據工件的形狀規

時，從網帶爐到水槽的時間在2S內完成，應儘量縮短控制好提升速度，

定工件在加熱過程中的方位（如平

工件出水溫度最好在約100℃，以減少熱應力和組織應力。在此過程中應

放、橫放或斜放等），並根據工件

對水溫和工件進行詳細記錄。

的大小設計一些輔助墊塊，減少加
熱對工件的變形影響。

4、工藝執行
當完整的調質處理工藝制定

五 回火及冷卻
在回火過程中，應根據網帶爐狀態及時準確的進行調整，以便於
保證工件各個部位之保溫溫度儘快達到一致，共同進入保溫過程。
對中碳合金鋼高溫回火，該類鋼第二類回火脆性特別敏感，在500～

後，能否嚴格地貫徹執行將直接決

600℃回火時，快冷與慢冷的衝擊吸收能量值相差5～7倍，回火結束

定能否達到預期的熱處理效果。這

後一般採用水冷。

就要要求操作人員及質量控制人
員，在執行工藝過程中嚴格遵守質
量保證體系及熱處理規範的要求，
確保工藝執行的準確性。

二 核對頭部標記及檢
驗表面質量
風電高強度螺栓產品的頭部標
記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執行熱處理工
藝之前需要認真核對工件上的鋼印標

六 記錄
在整個調質處理過程中，需記錄很多相關的工藝參數及要求，大體
為工件的裝爐方位、淬火加熱保溫溫度、淬火加熱保溫時間、工件出爐
時間、水溫變化、工件出爐溫度、回火保溫溫度、回火保溫時間等。電
腦內的記錄應保存備查，它最能體現熱處理過程中溫度隨時間變化的證
據，為保證其追溯性，每天在熱處理完成後應及時將記錄進行整理或列
印保留。

七 質量控制要點

記，包括性能等級、製造廠標、螺栓

調質處理過程中，螺栓內部組織和性能的變化無法即時監測，這是

批次號等，以免將工件弄混，使能夠

調質處理質量控制難度大的原因之一。以螺栓在爐內加熱為例，人們只

追溯到該批螺栓的原材料爐號、熱處

能測量和控制爐膛的溫度，只能從爐溫的變化去推測螺栓內部溫度場和

理批次及生產發貨批次。

組織的變化，作為制訂加熱規程和爐溫控制的依據。至少淬火操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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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還沒有一種傳感技術手段可以即時反映冷卻過程中溫度場與組織變化的資

八 後語

訊，所以有人將淬火冷卻喻為“黑洞”，意指人們對其知之甚少，而有待挖掘的
潛力巨大。僅僅依靠調質處理後的檢驗，事實上並不能嚴格把住調質處理的質
量關。潛伏的隱患常常在產品投入使用才暴露，甚至可能導致重大事故。
M48以上高強度螺栓調質處理質量控制要點如下：

目前中國的風電事業
正處於快速而穩定的發展階
段，而國外的大多數廠家
對中國在大功率風電機組技

1. 認真對熱處理工藝進行編制、審核、批准，確保熱處理工藝在滿足標準、設

術方面還是有所封鎖，尤其

計規範的基礎上儘量優化，保證達到性能指標要求，並保證其可執行性。質

在風電機組零部件雖然也購

量控制人員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及用戶要求，對工藝的合理性提出建議。

買了一些專用技術，但還是

2. 裝爐前應認真核對螺栓頭部標記，保證被處理工件的資訊準確無誤和熱處理
後不丟失以及可辦認。

應立足自主創新。調質處理
作為風電機組高強度螺栓重
要環節，其實施過程的執行

3. 裝爐時應保證螺栓平整、平放與橫放，對過長的工件呈45°斜放，儘量從裝

質量將直接決定裝配質量的

爐環節上減少工件變形；在工藝或用戶有要求時，應準確記錄裝爐方式。

好壞。在一定條件下，原材
料質量的優劣將影響風電高

4. 淬火加熱過程嚴格控制，碳勢要準確無誤，記錄每一批螺栓淬火出爐的時
間，在出水後應檢測工件表面硬度，除SCM435鋼大於50HRC外，其餘應大
於53HRC。淬火後的顯微組織為細針狀馬氏體，按JB/T9211-2008《中碳鋼
與中碳合金結構鋼馬氏體等級》評定，淬火馬氏體�1～4級符合標準要求；

強度螺栓生�工藝參數的選
擇，並直接影響風電用高強
度緊固件綜合力學性能和使
用安全。

表面與芯部淬火硬度均勻度不大於3HRC。
高強度螺栓在應用中遇
5. 減少淬火變形和淬火開裂的可能性，最好的辦法是憑冷卻特性來控制濃
度。使用PAG淬火液的目的，是把它作為水的添加劑，並加入水中來調
節其冷卻特性。因此，熱處理生產中要求控制的也應當是淬火液的冷卻
特性。實踐證明：一是憑經驗從螺栓的淬火效果來調整濃度；二是用冷
卻特性儀來控制濃度。

到的早期失效，大規格螺栓頭
部與杆部處斷裂，連接處R倒
角公差精度是製造時的關鍵之
一。螺紋處拉長或斷裂，不僅
有原材料非金屬夾雜物的原

6. 憑經驗調整濃度的做法是對螺栓的淬火態硬度作記錄，做成圖表，以用來觀

因，還有使用中超擰和在調質

察同類螺栓的硬度變化趨勢。當發現螺栓的淬火硬度連續偏高到一定程度

處理中加熱保溫不足，顯微組

時，及時採取升高濃度等辦法來降低實際的冷卻速度，就可防止出現淬火開

織中存在未溶鐵素體現象，芯

裂。而當發現螺栓的硬度連續一段時間偏低或硬度高低不均，以及有較大變

部與表面組織、硬度差別的影

形時，可考慮降低淬火液濃度來增大冷卻速度。經驗法需要經驗和嚴格的管

響。這將是今後需要重點研究

理，適合由工程技術人員來做。

的工藝課題。希望通過本文的
論述，能使中國國內有關工程

7. 用冷卻特性儀來控制濃度，購買一台KHR-02攜帶型冷卻介質性能檢測儀，

技術人員對風電機組高強度螺

具體做法是定期測量淬火液的冷卻特性，主要憑其300℃冷速來確定溶液的

栓，更加明確調質處理過程的

有效濃度，再用折光儀按比例來控制濃度。

操作和檢查的要點，使相關製

8. 回火時，操作人員應準確掌握各區爐溫變化，並及時進行調節，保證有效的

造企業對高強度螺栓的調質過

保溫時間，以便使螺栓各個部位組織轉變均勻。回火後冷卻應按照工藝要求

程及質量控制執行過程有更加

（一般為水冷）執行。

準確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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