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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黑） 摘 要：通过对 Q345 无缝钢管进行中频感应加热及环形喷水冷却，得到了铁素体+马氏体的双相钢无缝钢管。

采用单向拉伸试验测试钢管的力学性能，结合钢管在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下的微观组织形貌，分析了临界区不同 ︵
退火温度对双相钢无缝钢管的组织及性能的影响。采用管端扩口试验方法，对试验钢管的成型性能进行评价。结 小

五
宋
750 益退火后，试验钢管的各相分布较为均匀，应力应变曲线呈现连续屈服状态，强塑积可以达到 16 510 MPa·%。 ︶
果表明：Q345 无缝钢管通过中频感应加热至临界区退火后，可获得高强度、高成型性能的双相钢无缝钢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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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pplying intermediate frequency induc tion heating and spray ring cooling on a Q345 seamless

steel pipe， a dual phase seamless steel pipe containing ferrite and martensite is made.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tercritical annealing temperatures on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he dual phase seamless steel pipe.

Also evaluated is the forming performance of the testing pipe by the pipe end expanding test.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indicate that when a Q345 seamless steel pipe is heated to intercritical temperature by intermediate frequency

induction heating and then treated by annealing， a dual phase seamless steel pipe with high strength and high
forming performance will be made. For example， after being annealed at 750 益 ， the testing pipe will have a
relatively homogeneous phase distribution， a stress-strain curve showing continuous yielding and a product of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reaching 16 510 MPa·%.

Key words： dual phase seamless steel pipe； intermediate frequency induction heating； spray ring cooling；
intercritical annealing temperature；pipe end expanding test；form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对文中出现的英文缩写须进行注解！！
！）

（五宋） 从节约能源和降低污染的角度出发，汽车轻量
化生产是当下汽车行业的一个热点。其中，大量使
用机械性能符合要求的空心件取代原有的实心件，
催生了异型管成型和内高压成型等管材二次加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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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发展咱1-3暂，这就要求原料管材具有更高强度和良
好的冷成型性能。文献［4-5］提出将碳钢无缝钢管
通过热处理的方式转变为具有良好强塑性的双相钢
钢管或 TRIP（相变诱发塑性）钢管的想法，从而在
不增加冶炼成本的条件下，提高钢管强度并满足管
材二次加工的性能要求。中频感应加热具有升温速
度快，加热均匀，生成氧化铁皮少等特点，并且环

境污染小，符合节能减排的生产理念咱3暂。本文介绍
了采用中频感应加热结合环形喷水冷却的方式咱6-7暂，
以普通 Q345 无缝钢管为原料，开发出具有高强塑
性的双相钢无缝钢管，并对临界区不同退火温度对
试验钢管组织性能的影响咱8暂进行探讨。
（ 正文中先见表序或图
（一级标题前空一行）
序，后见表格或插图）
1 试验方法 （小四黑）
（五宋） 试验用 Q345 无缝钢管的化学成分见表 1。原

（ 插图不直接使用机械制图中的总图、装配图和
零件图、部件图，要提供 CAD 结构示意图！！
！）

图 2 试验钢管拉伸试样尺寸示意

料为 130 kg 铸锭，锻造成近似 囟75 mm 棒材，车
2 试验结果
削掉表面不平整部分，得到 囟70 mm 圆棒；将圆棒
试验钢管的初始组织如图 3（a）所示，由铁素
加热到 1 200 益，保温 2 h 后穿孔，经多道次冷拔， 体和珠光体组成。拉拔过程中晶粒都被不同程度拉
生产出热处理用薄壁无缝钢管（囟41 mm伊1.2 mm）。 长，并且存在一部分带状组织，珠光体组织变形
采用临界区退火和低温过时效工艺，获得具有铁素
后，仍保留其片层状结构，如图 3（b）所示。
体+马氏体的双相钢组织。双相钢无缝钢管热处理 （数字与单位间空格）

工艺如图 1 所示，感应加热的临界区退火温度分别
设定为 700 益、730 益和 750 益，冷却速率为 80
益/s。热处理后沿钢管轴向截取标距为 25 mm 的拉
伸试样，进行室温拉伸试验，试样尺寸如图 2 所
示，拉伸速度为 3 mm/s；沿钢管轴向取 8 mm伊8
mm 的片状试样，经研磨和 4%硝酸酒精腐蚀后 ，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钢管微观组织；在钢
管轴向上截取直径 3 mm、厚度 50 滋m 的圆形薄
片，经电解双喷后，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下
观察钢管微观组织；采用管端扩口的方式对双相
钢无缝钢管进行成型性能评估，选用 30毅和 60毅的
锥形顶角工具，扩口率 姿F 按公式（1）咱9-10暂计算：
（ 量符号采用斜体，区别下
姿F =（DF -D 0）/D 0 标字母的正斜体）
渊1冤
— 扩口后钢管直径，mm；
式中 DF ——
（对量符号进行注解）
—
——
钢管初始直径，mm。
D0

渊a冤 初始组织（六宋）

（金相图标注比例尺，
！！）
而不是放大倍数！

（表格须有表序和表题，表题位于表格上方 ）

（小五黑）表 1 试验用 Q345 无缝钢管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0.16 0.314 1.59

Nb

Ti

V（六宋）S

P

%

Fe

0.032 0.003 0.04 0.003 5 0.003 5 余量

渊b冤 拉拔后的组织

图 3 试验钢管组织

……

4 结 论

（插图须有图序和图题，图题排在插图下方 ）

（小五黑）图 1 双相钢无缝钢管热处理工艺

渊1冤 通过对普通 Q345 无缝钢管进行中频感应
加热和环形喷水冷却热处理，开发出强塑积最高可
达 16 510 MPa·%的双相钢无缝钢管。
渊2冤 将钢管通过中频感应加热的方式加热至临
界区退火，可以细化铁素体和马氏体晶粒，获得两

相晶粒尺寸均匀、体积配比较为合理的高强度高成
型性无缝钢管。

渊3冤 用普通 Q345 钢开发的双相钢无缝钢管，经
30毅和 60毅扩口试验后扩口率分别为 0.172 和 0.196，
断裂方式均为韧性断裂，可以满足大部分汽车结构
件的二次加工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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