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进步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低成本高品质系列车轮用热轧双相钢开发及应用

一、提名单位：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二、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轧钢技术领域。随着汽车轻量化和安全性能的不断提

高，对汽车车轮用钢的要求越来越严苛。热轧双相钢因其具有良好的

强塑性匹配、高硬化率、低屈强比等优点，市场应用比例越来越高，

是轻量化车轮的理想选材。然而，车轮用热轧双相钢的生产工艺复杂、

制备难度极大。产品性能稳定性、表面质量、板形等共性难题制约着

其发展。本项目通过产学研深入合作，创新性开发出系列强度级别、

厚度规格全覆盖的低成本、高表面质量、低残余应力热轧双相钢，并

实现了批量稳定生产和工业应用。主要内容及创新如下： 

（1）揭示了系列热轧双相钢的强化机理，创新性开发出低成本、

高表面质量车轮用热轧双相钢 

明确了奥氏体化工艺、变形工艺和分段冷却工艺参数对热轧双相

钢组织和性能的影响规律，采用低 Si 的成分设计结合精准的冷却工

艺控制，实现了高表面质量车轮用热轧双相钢的开发，因“红锈”降级

率≤0.8%；充分发挥 Ti 的析出强化效果，降低了钢中 Mn、Nb 含量，

实现成本节约 37.5 元/吨；  

（2）开发出热轧双相钢“低残余应力”控制技术，结合集中冷却+

空冷+常规冷却的新型冷却模式，创新性研制出具有高疲劳性能的厚

规格车轮用热轧双相钢。 

基于冷却全流程带钢断面温度场的模拟和马氏体相变开始温度

的计算，结合集中冷却+空冷+常规冷却的新型冷却模式，将钢板全断

面水冷后的卷取温度控制在马氏体相变结束温度以下，板形降级率降

低了 26.6%，采用该材料制备的轻量化车轮疲劳次数高出标准 2 倍。 

（3）开发了车轮用热轧双相钢成分及工艺智能优化软件，提高

了产品开发效率 



基于工业大数据，结合多目标优化算法，实现了热轧双相钢成分

和工艺的智能设计，显著降低了热轧双相钢性能波动，提升了产品研

发效率。 

（4）原创性提出了一钢多级多厚度车轮用热轧双相钢及生产方

法，实现多钢级多厚度车轮用热轧双相钢柔性化控制。 

采用同一化学成分，通过调整生产工艺，实现了铁素体和马氏体

晶粒尺寸和相比例的调控，进而实现了车轮用热轧双相钢不同强度级

别、多厚度规格的稳定化生产，合同交付率提高了 23%。 

（5）开发了一整套适合热轧双相钢的脉冲闪光焊接方法 

通过正交分析法，获得影响脉冲闪光焊接的 6 个主要工艺参数，

研究了单一参数对焊缝质量的影响规律，把 6 组最优解串联后优化验

证，开发了一套适合不同强度级别车轮用热轧双相钢的焊接方法，为

用户的使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工艺实践； 

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邯钢 2250mm 产线，实现了车轮用热轧双相

钢 540~780MPa 级别和 2~14mm 厚度规格的全覆盖，产品表面质量优

良，板形良好，实现了热轧双相钢的“一钢多能”且产品性能波动小，

产品成功应用于中国一汽、东风汽车以及日本东碧等多家国内外知名

汽车厂和汽车零部件企业，用户评价良好。近 3 年累计创效 1.23 亿

元。研发过程中申报发明专利 8 件（授权 6 件），获批软件著作权 1

项，发表论文 3 篇。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项目总体

达到“国际先进”先进水平，为我国汽车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 

三、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1 完成单位）：针对车轮用热轧

双相钢在开发过程中产品性能稳定性、表面质量、板形以及脉冲闪光

焊接方面的共性技术难题，邯钢作为第 1 完成单位，积极组织了包括

研发、生产、检验以及用户应用技术等相关部门的技术骨干成立了研

发团队，开展车轮用热轧双相钢关键技术研发、实施、产品推广及用



户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工作。协同第 2 完成单位，结合生产现场实际情

况，完成热模拟和中试实验方案制定，全程跟踪了相关实验研究，并

提出了工艺优化意见，为后续工业化试制和批量稳定生产提供有力的

技术支撑。基于不同成分和不同工艺制度对车轮用热轧双相钢组织比

例和性能的影响规律，组织研发了 540MPa-780MPa 共计 4 个新品种。

项目研发过程中创新性的开发了厚规格热轧双相钢“低残余应力”控

制技术、一钢多级柔性化控制技术、消除钢板表面“红锈”技术以及车

轮用热双相钢的脉冲闪光焊方法，破解了一系列长期制约热轧双相钢

推广发展的共性技术难题。多项技术填补了热轧双相钢领域空白，有

效的推动了车轮用热轧双相钢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应用。项目研发过程

中共形成国家发明专利 4 项，授权 2 项，近 3 年累计创效 1.23 亿元，

为邯钢高创效产品家族又添一个产品系列，有效的助力了我国的汽车

轻量化的发展。 

东北大学（第 2 完成单位）：作为该项目第 2 完成单位，负责本

项目的机理理论的研究，结合第 1 完成单位的现场装备和工艺状况制

定新品种的工艺方案，并协助有效的实施。项目研发过程中，对热轧

双相钢的表面“红锈”问题、厚规格产品板形问题、新产品开发效率以

及成本优化方面系统的开展了相关理论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根治方

案，有效的解决了一系列制约车轮用热轧双相钢发展的技术难题。尤

其通过工业大数据结合智能优化算法，开发智能分析多钢级多厚度车

轮用热轧双相钢生产系统，可以快速获得最优的成分设计及生产工

艺，大大的提升产品研发和工艺优化效率。项目研发过程申报国家授

权发明专利 4 项，获批软件著作权 1 项。 

四、应用情况及效益情况 

该项目技术于 2018 年由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东北大

学共同立项，双方就热轧双相钢品种开发和技术研究开展合作。 2018

年底双方共同完成该项目的全部理论、中试实验及工业化应用技术研

发，2019 年 1 月整体技术应用在邯钢 2250mm 产线，完成从 DP540



到 D780 四个新品种的高表面质量车轮用热轧双相钢开发，并且实现

了稳定批量生产。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可以生产厚度规格 2.0mm~14mm

全覆盖、强度级别从 540MPa 到 780MPa 的钢铁企业。 

随着车轮用热轧双相钢研发工作以及产品质量持续稳定化，不仅

开拓了包括中国一汽、中国重汽、东风商用车、陕汽商用车、大运重

卡、上汽红岩、齐鲁轮业、太阳车轮、正兴车轮等多家国内知名汽车

厂和汽车零部件企业，并成功打入了世界龙头车轮企业东碧汽车零部

件公司，满足了众多主机厂和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轻量化发展需

求。该项目相关产品已累计销售 14.95 万吨，创效 12313 万元，新增

产值 66598 万元。 

五、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序号 类型 名称 
授权号/发表刊物/ 

标准号 

1 发明专利 一种轻量化耐疲劳热轧双相车轮钢及其生产方法 201811038853.9 

2 发明专利 一种厚规格 DP680 级热轧双相钢及其制备方法 201911180955.9 

3 发明专利 
一种 540MPa 级 Ti 微合金化热轧双相钢板及其制

备方法 
201810321051.2 

4 发明专利 
一种 600MPa 级 Ti 微合金化热轧双相钢板及其制

备方法 
201810321661.2 

5 发明专利 
一种抗拉强度 540MPa 级薄规格热轧双相钢及其

制造方法 
201810320324.1 

6 发明专利 
一种抗拉强度 600MPa 级薄规格热轧双相钢及其

制造方法 
201810321018X 

7 软件著作权 热轧双相钢成分和工艺智能优化软件 2021SR0623967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 姓名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1 卢建光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张志强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周晓光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 

4 贾改风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刘振宇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 

6 柳风林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张志鸿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李斌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 裴庆涛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 李红俊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七、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及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由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大学合作完成的“低成本高

品质系列车轮用热轧双相钢开发及应用”项目，属自选课题，以产学

研联合开发的方式实施。双方于 2017 年 10 月起开展立项，并先后制

定了项目技术的研究重点及详细的技术实施方案，明确了品种性能指

标以及知识产权归属等前期工作。2018 年 1 月在邯郸市正式签订了

科技开发合同书，合同项目名称为“热轧双相钢开发和研究”。合同履

行期间双方通过通力合作，系统研究了不同工艺参数对热轧双相钢组

织形态和比例以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制定了新品种

的工艺方案，共同对长期困扰热轧双相钢的板形、表面以及性能稳定

性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创新性的提出一系列有效的根治方案，得到了

全面高效的解决。在工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开发智能分析多钢级多厚

度车轮用热轧双相钢生产系统，可以快速获得最优的成分设计及生产

工艺，大大的提升产品研发和工艺优化效率。本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

实现项目整体技术在 2250 mm 热轧产线的全面应用，效果良好。 

在项目合作期间，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东北大学在项目

框架内及相关领域开展了多项技术合作研发，组织了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开展了多个子项目的合作开发，张志强、贾改风、周晓光、刘振宇

4 位完成人合作进行了“一种厚规格 DP680 级热轧双相钢及其制备方

法”专利技术的开发；周晓光、张志强、柳风林、刘振宇 4 位完成人

合作进行了“热轧双相钢成分和工艺智能优化软件”软件著作权的开

发；周晓光、刘振宇 2 位完成人合作进行了“一种 540MPa 级 Ti 微合

金化热轧双相钢板及其制备方法”、“一种 600MPa 级 Ti 微合金化热轧

双相钢板及其制备方法”、“一种抗拉强度 540MPa 级薄规格热轧双相



钢及其制造方法”、“一种抗拉强度 600MPa 级薄规格热轧双相钢及其

制造方法”4 项专利技术的开发；卢建光、张志强、周晓光、贾改风、

刘振宇、柳风林、李斌、张志鸿、裴庆涛、李红俊等 10 位完成人合

作进行了“低成本高品质系列车轮用热轧双相钢开发及应用”项目的

开发并通过了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合作时
间 

合作成果 备注 

1 共同专利 张志强/1、贾改风/2 2018 

一种轻量化耐疲劳热轧
双相车轮钢及其生产方
法 

发明专利 

2 共同专利 
张志强/1、周晓光/2、

贾改风/3、刘振宇/7 
2019 

一种厚规格 DP680 级热
轧双相钢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3 共同专利 刘振宇/1、周晓光/2 2018 

一种 540MPa级Ti微合金
化热轧双相钢板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4 共同专利 周晓光/1、刘振宇/2 2018 

一种 600MPa级Ti微合金
化热轧双相钢板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5 共同专利 周晓光/1、刘振宇/2 2018 

一种抗拉强度 540MPa 级
薄规格热轧双相钢及其
制造方法 

发明专利 

6 共同专利 刘振宇/1、周晓光/2 2018 

一种抗拉强度 600MPa 级
薄规格热轧双相钢及其
制造方法 

发明专利 

7 共同软件 
刘振宇/1、周晓光/2、 

张志强/5、柳风林/6 
2021 

热轧双相钢成分和工艺
智能优化软件 

软著 

8 共同立项 

卢建光/1、朱坦华/2、

张志强/3、周晓光/4、

贾改风/5、刘振宇/6、

柳风林/7、李斌/8 等 

2021 

低成本高品质系列车轮
用热轧双相钢开发及应
用 

河 北 省

科 技 成

果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