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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神户制钢投资增加高强汽车板产能
4 月初，神户制钢宣布将投资约 500 亿日元（约合 4.68 亿美元）
在西日本加古川厂（Kakogawa Works）新建年产能 24 万 t 的连续退
火和热镀锌生产线，以生产汽车用冷轧卷、热镀锌卷及抗拉强度超过
780MPa 的超高强度钢（UHSS）。该生产线计划于 2021 年 2 月投产，
主体设备包括一条连续退火生产线，一条热镀锌生产线及镀锌卷退火
设备。为满足新产线的原料需求，神户制钢还将投资增加上游串列式
冷轧和酸洗生产线及冷轧卷搬运设备的产能。
加古川厂目前拥有年产能 54 万 t 的连续退火线以及两条连续镀
锌线。加古川厂连续退火和热镀锌生产线建成投产后，神户制钢公司
将拥有三大高强度钢板生产基地：日本的加古川厂、中国境内的鞍钢
神钢冷轧高强汽车钢板有限公司以及与美国钢铁公司合资的
PRO-TEC 涂镀公司。与此同时，PRO-TEC 涂镀公司正在建设年产能
50 万 t 的连续镀锌生产线，预计 2019 年 7 月建成投产，届时神户制
钢可以实现在日本和美国同时生产具备优异成形性的超高强度钢板。
随着汽车生产企业对车身高强度、轻量化以及提高燃油经济性
（降低 CO2 排放量）和碰撞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汽车用超高强钢
的需求与日俱增，当前日本国内超高强度钢需求量约为 140 万 t，神
户制钢约占日本国内市场份额的 30%。

新日铁住金、纽柯分别计划新建热镀锌产线
为增加超高强钢板的产能，新日铁住金计划在千叶县君津厂增建
连续热镀锌生产线，新镀锌线的月产能为 3.3 万 t，生产 1000MPa 强
度以上的热浸镀锌钢板和热浸镀锌铁合金钢板。新产线预计在 2020
年 3 季度投产，投产后将关闭君津厂 4 号 C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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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柯钢铁公司近期也表示将在美国阿肯色州钢厂新建一条价值
2.4 亿美元的镀锌生产线，该产线年产能约为 50 万 t，预计将于 2021
年上半年投入运行。该镀锌生产线加上新建的特种冷轧机组，能够高
效满足当前和未来对先进高强度钢产品的需求，且有利于阿肯色州纽
柯钢铁公司产品组合的多样化，能够更好地为汽车和增值客户服务。

浦项在中国开设钢铁营销中心
日前，浦项制铁在中国开设了一个营销中心，致力于为为用户提
供汽车用钢和附加值较高的钢铁产品及各种解决方案。这是继 2018
年 2 月份浦项在越南开设营销中心之后的第二个海外营销中心，旨在
扩大浦项高档钢材在东南亚国家的供应。
随着中国汽车制造本土化进程的加快，汽车钢材需求激增，中国
目前是汽车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年产汽车
产量将达到 3450 万辆，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重要基地。浦项制铁于
2004 年在在中国苏州建立浦项汽车用钢板加工中心，年产能为 20.5
万 t，2007 年增加了年产能为 8.5 万 t 的第二加工线和冲压设备，2012
和 2016 年分别增设第三、
四条加工线，
四条线的总产能达到 47 万 t/a。

宝钢美洲技术服务中心成立
2018 年 4 月中旬，宝钢美洲技术服务中心在宝钢美洲有限公司
总部新泽西 Montvale 成立。宝钢美洲技术服务中心的主要工作将集
中在技术营销、协助开展产品认证、协助开展超高强钢评估、处理用
户服务及抱怨和异议、跟踪北美钢铁制造与应用新动态五大方面。
美国底特律是世界知名的汽车城，众多世界一流的汽车研发机构
设立于此，在美国建立技术服务中心将有助于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研
究机构、实验室的合作，促进宝钢汽车板的技术发展并进一步提高宝
钢的国际化能力。随着宝钢美洲技术服务中心的成立，宝钢将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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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北美用户、研发机构和高校与宝钢的超前研究、联合开发及用户
现场技术服务，尤其着力于汽车板方面。近几年通过宝钢美洲有限公
司的联络和推进，已经逐步建立了与全球知名的北美汽车和零部件企
业总部研发部门的联合研发体制。而宝钢北美技服务术中心的设立将
进一步扩展宝钢汽车板与世界一流企业和机构的研究深度及广度，不
仅搭建起宝钢与美洲汽车用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更将深化宝钢汽车
板的研发，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山钢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冷轧工程全线贯通
5 月 3 日，山钢日照钢铁精品地 2030mm 冷轧工程热镀锌产线热
试成功，第一卷产品顺利下线。至此，冷轧工程酸洗、酸轧、2 号连
退、热镀锌线全部热试成功，标志着以高端汽车板和家电板为产品定
位的冷轧工程全线贯通，产品档次跨入崭新高度。
据悉，2030mm 冷轧工程热镀锌产线设计年产 40 万 t，产品规格
为厚度 0.3～2.5mm、宽度 900～1880mm，最高强度级别为 780MPa。
产品定位汽车板及高档家电板等精品镀锌板材，满足汽车、家电、轻
工及建筑等行业高端需求。2030mm 冷轧工程热镀锌产线由德国西马
克公司负责技术集成，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工厂设计，上
海宝冶进行施工建设。关键设备采取国外进口，采用了日本 TEMIC
公司窄搭接焊机、比利时 DREVER 公司立式退火炉、德国 FOEN 新
型气刀、德国 EMG 公司全线纠偏装置等。

首钢京唐拟建 36 万 t 高强度汽车板专用生产线
首钢股份 5 月 21 日公告，根据对市场需求及现有产线产品匹配
情况进行的调研，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京唐公司”）决
定建设一条镀锌高强度汽车板专用生产线，
项目总投资为 13.04 亿元，
项目计划投产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前，投产后一年内生产负荷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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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达到年产 36 万 t 的设计生产能力。
公告显示，京唐公司本次建设镀锌高强度汽车板专用生产线及配
套检查机组，设计年产成品 36 万 t，其中冷基镀锌产品 32 万 t，热基
镀锌产品 4 万 t，是对现有产能的优化升级，可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
整体上提升京唐公司汽车板供货能力。本项目建于京唐公司厂区内预
留场地，包含镀锌高强度汽车板专用机组、重卷检查及半自动包装机
组，能够满足高端汽车板生产需要。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京唐公司汽车
板供货能力，优化产品结构，与现有镀锌产线相结合，进行专业化生
产完善产线分工，提升京唐公司技术及产品优势，提升首钢汽车板整
体竞争力。

VAMA 汽车板产业链概况
2018 年 5 月 24 日，华安钢宝利高新汽车板加工（沈阳）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为 GONVVAMA 沈阳工厂）举行投产庆典。GONVVAMA
沈阳工厂一期建设有 1250t 压力落料线 1 条，激光去镀层线 2 条，激
光拼焊线 2 条，于 2017 年 5 月完成安装调试，正式开始生产；自投
产至今，GONVVAMA 沈阳工厂已成功为奥迪、菲亚特、一汽大众、
马自达、吉利、沃尔沃、华晨等汽车制造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GONVVAMA 由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VAMA）和
全球领先的西班牙钢材加工服务企业——钢宝利公司（Gonvarri）共
同投资建成，双方各持股 50%。GONVVAMA 总部位于江苏省常熟市，
同时在常熟、沈阳、重庆和娄底建立了四家先进汽车用钢解决方案中
心，覆盖中国主要的汽车产业集群，助力汽车制造商应对车身轻量化、
安全性能提升以及环保等方面的挑战。GONVVAMA 沈阳工厂建成投
产，深入中国东部地区主要的汽车产业集群，为以沈阳/长春为代表
的客户群提供卓越的加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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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与中国汽研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5 月 23 日，河钢和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签
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同组建“河钢集团-中国汽研汽车
用钢研发中心”
。此次双方正式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汽车用
钢研发中心，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全新阶段。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在
汽车和钢铁材料领域的优势，以轻量化材料为重点，推进高端汽车用
钢产品的研发与市场化应用；将以汽车零部件产业为切入点，探索开
展资本合作，推进产业链跨界融合；将加强汽车检测领域深度合作，
推进在华北地区合作建立国家级汽车及零部件检测中心。目前，河钢
已与汽研、北汽、东北大学、湖南大学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对接产
业链上游，把握新技术研发，河钢汽车用钢的高端发展方向更加明确。

宝钢向达涅利订购 PL125 型剥皮机
日前，宝钢股份荣获通用汽车“2017 年年度供应商”称号。这
是 2006 年以来，宝钢股份第五次获得该奖项。宝钢股份与通用汽车
的合作始于本世纪初，2002 年开始批量向上汽通用供货，随后业务
范围开始向韩国、亚太及北美等全球区域拓展，供货规模逐年提升。
近年来，在国内市场，宝钢股份以提升 QCDDS 竞争力为核心，
通过与通用汽车的战略合作，开展多方位贴身服务，共同引领新材料
的研发及应用，巩固了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力支撑了通用汽车在
中国市场的发展。在海外市场的合作领域，宝钢股份于 2005 年开始
出口美国通用，随着宝钢股份汽车板海外战略的稳步推进，通过持续
的海外汽车板供应链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宝钢股份与通用汽车的合
作逐步从北美向其它区域扩展。截至目前，宝钢股份已向海外多个国
家的通用汽车工厂批量供货，三家海外加工中心提供属地加工配送业
务，宝钢股份已经成为通用汽车全球区域的重要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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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动态
新日铁住金两种冷轧高强钢首次同时应用于汽车部件
新日铁住金生产的两种高强钢同时在本田汽车的新型轻便乘用
车“N-BOX”上获得应用，1180MPa 级冷轧高强钢用于中柱外板，高
扩孔性 980MPa 级冷轧高强钢用于骨架部件，并在下部接合部位采用
了连续翻边加工法的技术解决方案（图 1）
。两种冷轧高强钢被同时
用于汽车相应部件在世界上尚属首次，与原模型相比，约降低重量
80kg，成为新模型轻量化、高刚性化的关键技术之一。

图1

两种高强钢被同时应用于汽车部件

传统上的中柱结构，外板部件出于外观、裂纹、褶皱、尺寸精度
等方面的考虑采用软钢，而内板部件采用高强钢，经过本田汽车、本
田 技 术 研究 所等的 共 同 开发 ，世界 上 首 次在 中柱外 板 部 件采 用
1180MPa 冷轧高强钢。这样，可省略原来在断面内部使用的加固用高
强钢材料，降低车体重量。
对于难于成型且需要具有冲击吸收性能的骨架部件，传统上采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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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孔性较高的 590MPa、780MPa 级高强钢。新日铁住金改善了强度
更高的 980MPa 级高强钢的扩孔性，开发出””高扩孔性 980MPa 级
冷轧高强钢””
，并在世界上首次被应用于汽车骨架部件（前侧架）。
由于强度高，可减薄钢板的厚度，降低部件重量。此外，新日铁住金
开发的高扩孔性 980MPa 级 GA 高强钢还被本田汽车用于燃料电池车。
高强钢部件进行 T 字形接合，采用传统的接合方法时，翼缘部分
不得不形成切口形状（图 2（a）），影响接合部位的刚性。新日铁住
金独立开发的没有切口的连续翻边成型的“连续翻边加工法”
（图 2
（b）），通过联合本田技术研究所等共同开发，将该方法应用于“N～
BOX”车型的横向构件，提高了部件的刚性。

图 2 （a）带有切口的翻边和（b）连续翻边

神户制钢开发异种金属焊接用机器人系统
日本神户制钢与发那科（FANUC）公司日前宣布，共同开发出
能以最高强度对超高强钢板和铝等异种金属以及超高强钢之间进行
接合的机器人系统的试制模型。今后，将向汽车企业进行提案推广，
以实现实用化。
据了解，神户制钢于 2017 年研究出了使用弧焊与被称为 El ement
的铆钉对超高强钢和铝进行接合的异种金属焊接法“Element Arc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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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法（EASW）。而应用于汽车产业时，机器人系统化是不可缺少
的前提，为此，神户制钢与拥有机器人技术、工程技术和传感技术发
那科公司合作，开发出了机器人系统的试制模型，实现该焊接法的自
动化。该方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能够实现高的接合强度。十字拉伸
试验（上下方向）中，实现了超过传统方法的高的接合强度（图 3）
；
剪切拉伸试验（左右方向）中，实现了最高等级的强度（图 3）
。二
是可以焊接超高强钢和铝及超高强钢之间的焊接，一般难以接合的
1000MPa 级以上的超高强钢板作为接头的一部分或全部时，也不会产
生缺陷，可以进行接合。三是可应对汽车用任意铝材材质；四是可从
单侧进行焊接，包括无法用工具夹住的封闭断面结构部件及大截面部
件的焊接，增大了适用部件的范围。

图3

超高强钢板-铝采用传统异质材料接合法和 EASW 接合法的十字拉伸试验
（左）和剪切拉伸试验（右）结果比较

神户制钢 EASW 焊接法的基本接合机理是将有数个预开孔的铝
板和无孔的钢板重叠，将中空形状的铆钉状耗材（El ement）插入铝
孔后，用极短时间的弧焊向孔内注入焊接金属的接合方法。通过 El
ement 与钢板焊接到一起，
而铝板被牢固地夹在其中间而接合起来
（图
4）
。为了不介入人工，用机器人自动执行这种焊接，需要：1）准确
检测出孔的位置的技术；2）机械臂正确移动；3）对准开孔将几乎没
有直径差的铆钉准确插入的精密嵌合技术；4）为保证微量焊接金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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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注入的弧焊的启停处理等，均需要极高的传感和控制技术，还要
求对这一系列动作进行高速处理。

图4

EASW 的基本接合机理

浦项开发出创新性连铸保护渣加渣技术
近年来，随着汽车用高强钢（AHSS）需求的稳步增长，迫切需
要顺应车身轻量化的发展趋势，其目的就是在保证乘客安全的同时，
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由于成形性和强度更高，TWIP 钢被认为是一
种最有前途的钢种。浦项钢铁公司已经开发出汽车用高锰 TWIP 钢冷
轧板，并成功用于试制部分汽车零配件。但由于 TWIP 钢含有大量合
金元素，其连铸性能较差，主要为：①液相线温度低于普通低碳钢，
结晶器保护渣有效黏度通常是普碳钢连铸时的 2～3 倍，由于化学反
应造成黏度增加，非常不利于润滑。②由于锰、碳和铝等合金元素含
量高，TWIP 钢的糊状区也远大于普碳钢。锰含量高，因而也呈现出
不规则的凝固行为，这与包晶钢类似。因此，由于结晶器保护渣性能
不稳定，造成结晶器热传递不均匀，从而产生各种表面裂纹，甚至导
致连铸 TWIP 钢板坯的漏钢。
为解决传统工艺生产成分为 Fe-18Mn-0.6C-1.5Al 的 TWIP 钢时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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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铸坯连铸性能差，表面质量不稳定的问题，浦项开发了一项名为
POCAST 的连铸新工艺，基于熔融结晶器保护渣加渣技术，分别采用
100t 和 250t 连铸机进行试验，该新工艺呈现出稳定的结晶器性能，
改善了铸坯的表面质量。在该工艺中，熔融保护渣被加入到连铸结晶
器中，用于促进钢液弯月面保温，进而改善凝固坯壳与铜结晶器之间
的润滑性。POCAST 工艺如图 5 所示，在调节化学成分和温度之后，
熔融结晶器保护渣持续加入结晶器顶部表面，而且在结晶器顶部表面，
安装了一个保温罩，用于防止钢水和熔渣池热辐射的过度释放。

图5

传统工艺和新工艺的结晶器保护渣的性能机理

采用 POCAST 工艺，在试验生产中熔渣池深度加大，有助于结
晶器保护渣和钢水之间氧化还原反应产生的氧化铝更快被稀释。
POCAST 工艺的 Ra 接近 7950，远高于发生自然对流的、1700～2400
的临界值，在进行 TWIP 钢连铸操作时，自然对流的增强，将提升结
晶器保护渣的化学性能。通过熔融结晶器保护渣加渣，POCAST 工艺
在结晶器顶部表面的保温效果更好，在传统工艺中，结晶器顶部表面
的热损失估计为 68.6 kW/m2，远大于 POCAST 工艺的 9.9 kW/m2。因
此，POCAST 工艺中，渗透通道的结晶器保护渣黏度小于传统工艺。
采用 POCAST 工艺生产的 TWIP 钢铸坯呈现出周期性或稳定的振痕，
但消除了严重开裂和不规则振痕等质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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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项产业科学研究院成功开发长寿命涂层钢板
近期，韩国浦项产业科学研究院（RIST）对外宣布，其与浦项
钢铁公司 PosCOTE-D 研究项目团队、韩国海事海洋大学和仁荷大学
在全球率先开发出一种长寿命涂层钢板产品，该产品是一种含有硅的
铝镁合金涂层钢板，在热处理时，耐腐蚀性可以提高 10～20 倍，而
厚度仅相当于现有涂层钢板的三分之一。在开发的涂层钢板中，涂层
含有的各种合金生锈程度不同，首先消耗生锈较快的合金，然后再消
耗生锈较慢的合金，由此减缓了腐蚀速度。2017 年浦项钢铁公司采
用中试设备进行了试验，结果显示，现有镀锌钢板在 48h 以内的盐雾
试验中就会生锈，而相同厚度的含硅铝镁合金涂层钢板在 1500h 以上
也不会生锈，这不仅适用于高强汽车外板，还有望作为腐蚀环境专用
的建筑材料。最终该钢板被命名为 MAS（Mg-enriched Al-Si）钢板，
目前正在进行商业化推广。

安赛乐米塔尔与本田将合作内外门环系统
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与本田在 4 月初的 WCX18 活动
上展示了全球首款内外门环系统（outer and inner door ring system），
旨在提升车辆强度与性能间的平衡性，同时为车辆减重。双方为 2019
款本田 Acura RDX 共同设计了该系统。内门环包括安赛乐米塔尔的
五个不同测量仪器，其采用了获得专利技术的模压淬火钢（press
hardenable steel，PHS）——Usibor 1500，而外门环则包含四个 Usibor
1500 测量仪器。各类 Usibor 钢板在落料公司（blanking company）完
成粗坯，然后发送到位于底特律的安赛乐米塔尔坯料定制工厂进行加
工，并利用激光烧蚀技术实现加工。完成激光烧蚀后，便将钢材焊接
到一起，其多段品控操作可确保其精度。门环方案能够提升车辆的性
能及安全性，支持车企的轻量化目标。本田提升了超强度钢在 RDX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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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上的应用量，增幅在 50%以上，相较于前款车型，其实现减重
19 公斤/42 磅。该款外门环设计取代了传统的多零件点焊设计，该技
术还可被用于 Pilot 和 Odyssey 两款车型中。

东北大学工业大数据处理技术实现工业应用
近年来，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刘
振宇团队基于多年来在钢铁组织性能预测技术与应用领域的理论积
淀和实践，与宝钢梅山公司、鞍钢等企业通力合作，深入开展基于热
轧板带钢工业大数据预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出了以组织性能预测与
优化为核心的钢铁智能化制造技术，有效解决了当前钢铁企业规模化
生产和用户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该团队成员从轧钢生产实际出发，开发出热连轧工业大数据的分
析和处理方法，建立起基于大数据分析与优化的智能化物理冶金学模
型。在梅钢 1422 和 1780 热连轧生产线，通过组织性能预测与工艺优
化，钢种牌号已减少 60%以上，实现了热轧的集约化、绿色化生产，
大大促进了企业的节能减排；同时，针对厚度规格为 2.5mm 的汽车
车轮用钢，通过组织性能预测与工艺优化，使钢中锰含量降低一半，
吨钢节约材料成本约 50 元。

首钢京唐镀铝硅高强钢汽车板产品试制成功
日前，首钢京唐冷轧部首次成功试制出 600 余吨镀铝硅高强钢汽
车板产品，产品表面质量和性能测试均达到技术要求。
据悉，首钢京唐在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和可行性研究后，对冷轧部
1 号镀锌线进行技术改造，使之具备可生产镀铝硅高强钢汽车板的能
力，集中优势资源加快推出首发镀铝硅新产品。在退火过程中锰和硅
向带钢表面扩散导致表面氧化形成氧化层，进而出现较差的磷化效果
影响表面质量，针对这一难题，冷轧部在充分研讨和借鉴国内外先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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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铝硅技术基础上，对炉区进行设备工艺改造，通过增设预氧化等措
施，严格控制退火炉内气氛，成功抑制带钢表面氧化。由于镀铝硅产
品的镀液温度较锌镀层更高，镀液的腐蚀性更强，冷轧部对炉鼻子进
行了整体更换，增加锌灰泵、镀铝硅锅、预熔锅以及耐高温腐蚀性更
强的沉没辊，经过设备的反复调试，保证了功能精度。

VAMA 已具备 CP1000 批量供货能力
VAMA 利用安赛乐米塔尔领先的技术方案，结合一流的生产设
备，在连退线上顺利开发出了符合市场要求的 CP1000。采用 VAMA
特殊工艺路径生产的 CP1000 显微组织合格，性能稳定性高，表面质
量优秀，满足客户的材料认证要求。通过一系列先进技术的保障，
VAMA 现已具备 CP1000 的批量稳定供货能力，并成为国内少数可以
生产 CP1000 的企业。

X-JET 气刀吹锌技术
目前，达涅利 X-Jet 气刀卓越的吹锌性能完全满足了安赛乐米塔
尔 Vega 工厂薄镀层带钢生产的要求。在镀锌作业线全速生产条件下，
X-Jet 气刀仍可确保最大限度地减少超厚镀层。X-Jet 气刀装置将配备
最新型号的自动刀唇清洁器和刀唇宽度自动调节机构，新的宽度自动
调节装置集成到现有自动控制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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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2018 年 1～4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2018 年 4 月，汽车产销同比均呈大幅增长，产销量分别完成 239.7
万辆和 231.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3%和 11.5%。1-4 月，汽车产销
总体表现平稳，产销量同比均略有增长，分别完成 942 万辆和 950.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和 4.8%。具体产量见表 1。
表1

2018 年 4 月汽车产销情况（万辆）
乘用车
4月

2018 年
2017 年
变化

商用车

1-4 月

4月

汽车

1-4 月

4月

1-4 月

产量

200

796.9

40

145.1

239.7

942

销量

191.4

801.1

40.4

149.0

231.9

950.1

产量

178.3

789.0

35.6

138.1

213.8

927.2

销量

172.2

767.0

36.2

141.6

208.4

908.6

产量

21.7

7.9

4.4

7

25.9

14.8

销量

19.2

34.1

4.2

7.4

23.5

41.5

（1）4 月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 11.2%
4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00 万辆和 191.4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12.2%和 11.2%。1-4 月，乘用车累计产销分别完成 796.9 万辆和
801.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和 4.5%。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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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4 月乘用车产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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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月商用车销量同比增长 13%
4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40 万辆和 40.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8%和 13%。1-4 月，商用车累计产销分别完成 145.1 万辆和 149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6.4%和 6.6%。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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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4 月商用车产销情况

（3）4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138.4%
4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1 万辆和 8.2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117.7%和 138.4%。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4 万辆和
6.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1.5%和 126.8%；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
均完成 1.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43.4%和 194.6%。
1-4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2 万辆和 22.5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142.4%和 149.2%。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2 万辆
和 16.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0.6%和 130.5%；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产销分别为 5.9 万辆和 5.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39.6%和 226.7%。

2018 年 4 月重点钢铁企业板带材产销情况
中钢协数据显示 4 月热/冷连轧机日产量环比均有所增加，产品
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重点品种中汽车板累计产量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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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板带材轧机产量情况
热连轧机本月生产 1321 万 t，同比增加 32 万 t，上升 2.5%；其
中商品量本月产量 763 万 t，同比增加 21 万 t，上升 2.8%。供下工序
用料 558 万 t，同比增加 11 万 t，上升 2.0%。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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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商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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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4 月热连轧机产量

冷连轧机本月生产 505 万 t，同比增加 9 万 t，上升 1.9%；其中
商品量本月产量 361 万 t，同比增加 13 万 t，上升 3.8%。供下工序用
料 144 万 t，同比减少 4 万 t，下降 2.5%。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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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4 月冷连轧机产量

（2）主要产品生产及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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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生产热轧薄宽钢带 194 万 t，同比减少 0.1 万 t，下降 0.1%；
销售 187 万 t，其中出口 19 万 t，产销率 96.4%，见图 5；本月售价
4208 元/t，比上月下跌 88 元/t，平均价格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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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8 年 1~4 月热轧薄宽带钢产量

本月生产冷轧薄宽钢带 297 万 t，同比增加 11 万 t，上升 3.9%；
本月销售 302 万 t，其中出口 19.5 万 t，产销率 101.7%，见图 6；本
月售价 4842 元/t，比上月下跌 133 元/t，平均价格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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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8 年 1~4 月冷轧薄宽带钢产量

本月生产镀锌板 153 万 t，同比增加 1.8 万 t，上升 1.2%；本月销
售 153 万 t，其中出口 28 万 t，产销率 100.6%，见图 7；本月售价 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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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t，比上月下跌 91 元/t，平均价格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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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4 月镀锌板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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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4 月热轧薄宽钢带、冷轧薄宽钢带和镀锌板平均价格

（3）重点品种生产情况
汽车板本月产量 265 万 t，同比增加 18 万 t，上升 7.2%。其中镀
锌汽车板本月产量 60 万 t，同比增加 2 万 t，上升 2.7%。热轧酸洗板
本月产量 44 万 t，同比增加 6 万 t，上升 15.4%。高强钢板本月产量
263 万 t，同比增加 61 万 t，上升 30.1%。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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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4 月重点产品产量

2018 年 1~5 月我国汽车底盘及零部件进出口情况
根据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 月，汽车商品进出口总额为
134.14 亿美元，其中进口金额 76.67 亿美元，出口金额 57.47 亿美元。
1-5 月，
进出口总额累计为 636.03 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累计为 358.47
亿美元，出口总额累计为 277.48 亿美元。见表 2。
表2

2018 年 1-5 月我国汽车、底盘及零部件进出口情况
汽车及底盘

进
口

出
口

5月

1-5 月

数量/万辆

9.50

46.20

金额/亿美元

44.68

211.26

数量/万辆

10.10

43.80

金额/亿美元

14.80

58.68

零部件
5月

1-5 月

31.99

147.21

47.26

218.88

5 月，
汽车整车进口比 4 月有所增加，进口汽车及底盘 9.50 万辆，
进口金额 44.68 亿美元；进口汽车零配件金额为 31.99 亿美元。1-5
月，共进口汽车及底盘 46.20 万辆，累计进口金额 211.26 亿美元；进
口汽车零配件总金额为 147.21 亿美元。见图 10。
5 月，汽车整车出口有所下降，共出口汽车及汽车底盘 10.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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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出口金额 14.80 亿美元；出口汽车零配件金额为 47.26 亿美元。
1-5 月，出口汽车及底盘共计 43.80 万辆，出口金额达 58.68 亿美元；
出口零配件累计金额达到 218.88 亿美元。见图 11。

图 10

图 11

2018 年 1-5 月我国汽车及底盘进进出口情况

2018 年 1-5 月我国汽车零部件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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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41%。一季度，河钢邯钢研发以 1000MPa 级镀锌高强双相钢
HC700/980DPD+Z 为代表的高端新产品 25 个，高端产品占品种钢比
例达 82.3%，同比提高 7.2%，综合售价显著提升。
2018 年以来，邯钢桥壳钢、厢体钢、高强钢等产销取得新进展，
1-4 月份供给德国戴姆勒公司 HQT60C 高强桥壳钢 3000t，用于装配
奔驰 300 商用车。4 月下旬，邯钢公司为某客户量身打造的 2400t 箱
体用钢 700XT，在邯宝热轧厂全部下线，产品已分批次全部发往用户。
5 月份，邯钢超高强汽车板合同量大幅攀升，达到了 3645t，较历史
最高月份增长 45.8%。目前，邯钢超高强汽车板块已同凌云、弗吉亚
等国内知名供应商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产品覆盖重庆、长三角、华
中、山东等汽车制造、汽车配套重点区域，基本实现了区域全覆盖。
在汽车钢领域，邯钢已拥有 20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冷
轧汽车钢已具备 1500MPa 级别超高强钢、O5 级超深冲汽车面板等特
色高端产品批量生产能力。2018 年，
邯钢计划销售汽车用钢 300 万 t。

唐钢一季度以来汽车用钢产品产销动态
2018 年以来，唐钢高端汽车板产品取得新进展。1~4 月，河钢唐
钢高强汽车板有限公司品种钢供货量 37.4 万 t，品种比达 85.99%，同
比增长 18.8%。其中 1 季度双相钢销量达到 1.08 万 t，
环比增长 65.91%，
冷轧双相钢 DP1180 通过客户试用，用于加工门槛边梁外板。

首钢汽车板产线及高端产品发展概况
目前，首钢汽车用钢产品主要集中在京唐公司生产，汽车板热轧
产线主要为 2250 和 1580 产线，设计产能分别为 550 万 t/年和 360 万
t/年。2250 线产品定位为车轮钢、高强钢、管线钢、高品质汽车用板
及家电用板；1580 线产品定位为汽车用板、普通冷轧钢、家电用板、
集装箱及耐候钢。热轧生产配有热送热装工艺、工艺润滑技术、大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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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定宽机、自动宽度控制、自动厚度控制、板形控制、控轧控冷表面
质量在线监测系统以及钢材组织性能预报等先进技术。另外热轧生产
还配有德国引进的 1 条 40 万 t/a 的热轧横切线和国内自主集成的 30
万 t/a 的热轧横切线。
冷轧产品主要在 2230 冷轧厂，设计产能为 215 万 t/a。该厂引进
了世界成熟的先进工艺技术，目前配备有 1 条酸洗轧机联合机组、1
条连续退火机组、2 条热镀锌机组。对于高质量镀锌产品则主要在
2230mm 冷轧厂 3 号镀锌线生产，该产线年处理带钢能力 55.9 万 t，
处理带钢宽度 1000～2080mm，带钢厚度 0.4～2.5mm，主要产品为纯
锌镀层（GI）和锌铁合金镀层(GA)产品，可生产钢种有低碳及超低
碳钢、加磷高强度钢、烘烤硬化高强度钢、双相高强度钢、低合金高
强度钢、相变诱导塑性钢等系列产品。
从汽车板产品来看，首钢品种规格和产量近几年也得到了大幅提
升，尤其是高端、高附加值产品增量明显，主要集中在高强汽车板、
镀锌汽车板及高品质汽车外板等重点种类上。首钢近年来先后开发了
锌铝镁产品、热成形钢、空气淬火钢等新产品，DH780 钢（增强塑
性双相钢）实现国内首发，1000MPa 级别复相钢供货北京奔驰，高强
度冷轧汽车钢板 DP1180 完成工业试制。
目前首钢汽车板产品已基本覆盖 1000MPa 及以下级别连退、镀
锌板以及 1500MPa 级别热成形钢，具备高端汽车白车身整车供货能
力。此外，EVI 技术也在不断提升，2017 年至今共完成 11 款新车型
的 EVI 实践，实现了国内知名自主品牌新车型的整车供货；形成了
覆盖件抗凹性能优化及控制、汽车板表面状态与涂装新工艺协同控制、
大差厚比激光拼焊质量控制等系列技术，向主要合资和自主品牌车企
提供技术支持 150 余项；搭建了国际化的冷轧汽车板焊接认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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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福特全球认证资质，认证报告得到全球知名品牌车企认可，已累
计提供 40 余份高强汽车板焊接认证报告。
经过几年的发展，首钢汽车用钢产销研一体化用户服务体系已形
成，目前已建立 18 个重点用户服务团队，以满足高端用户需求。与
车企供应商的合作也不断取得突破，现已成为华晨宝马国内第一大供
应商，平均年供货量增幅比例超过 25%，其中高质量车身面板供货比
例高达 38%；成为吉利第二大供应商，实现了 800MPa 级别以下钢种
的全面供货，为满足吉利加工资源不足问题，在浙江建 1 条落料线；
供长城汽车板市场份额已突破 30%，成为长城汽车核心供应商。目前，
首钢已与国内外 50 多家主机厂和零部件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涵盖
了日系、德系、美系、法系、韩系、意系和国内自主品牌等。投产至
今，首钢汽车板累计供货量突破 1500 余万 t。

鞍钢与广汽实现数据、成果共享
鞍钢与广汽集团以联合实验室为平台，实现了数据共享、成果共
享，双方在鞍钢广州汽车钢等项目上，实现了资本合作。据了解，鞍
钢集团与广汽集团牵手，目前已经为广汽集团全系列品牌提供了优质
的钢铁产品和服务，从 2010 年开始合作至今，鞍钢已为广汽乘用车
冷轧镀锌板累计供货达到 29 万 t，供应广汽传祺所有车型，包括持续
火爆的 GS4、GS8 车型，以及刚上市的 GM8 等明星车型，预计今年
供货量将同比增长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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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信息
基于 CSP 流程生产薄规格热成形钢的方法
专利号：CN107641759A
申请人：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公开日期：2018.01.30
发明人：王成；杜秀峰；张超等
内容摘要：本发明涉及轧钢及热成形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 CSP 流
程生产薄规格热成形钢的方法。本发明所设计的薄规格热成形钢的化学成
分及重量百分比为：C：0.20%～0.25%，Si：0.15%～0.30%，Mn：1.15%～
1.5%，Cr：0.20%～0.40%，Ti：0.015%～0.05%，Nb：0.018%～0.03%，B：
0.002%～0.005%，Als：0.015%～0.05%，P≤0.015%，S≤0.004%，N≤0.005%，
其余为 Fe 及不可避免的杂质。采用的 CSP 生产方法包括步骤：炼钢、连
铸、均热、除鳞、精轧、层流冷却及卷取、平整、热冲压成形。得到的薄
规格热成形钢具有较好的抗拉强度和塑性，而且轧制过程稳定性高，产品
表面质量优良，满足汽车行业“以热代冷”的市场需求。

一种 1700MPa 级梯度性能热成形零件的加工方法及应用
专利号：CN107904550A
申请人：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公开日期：2018.04.13
发明人：刘祥东；胡宽辉；党瀛
内容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1700MPa 级梯度性能热成形零件的加工方法
及应用，属于热成形零件技术领域。所述加工方法包括：坯料落料、选择
性碳封闭处理、渗碳处理、冷却、热成形冲压及精整过程；其中，所述选
择性碳封闭处理是根据热成形零件梯度性能的区域分布要求选择性设置碳
封闭遮掩层；所述渗碳处理包括活化处理和扩散处理；其中，所述扩散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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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采用 12%～14%或 16%～18%的丙烷气氛，渗碳温度为 900～930℃、时
间 1.0～1.6h；所述热成形冲压中控制坯料加热温度为 830～850℃、均热时
间为 5～8min。该方法能够保证热成形零件的性能均匀性，且无需制造模
具，实现了 1700MPa 级梯度性能热成形零件的低成本批量稳定生产。

降低 1500MPa 薄板热成形钢氢致滞后开裂的方法
专利号：CN107699804A
申请人：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公开日期：2018.02.16
发明人：陈勇；胡宽辉；魏星等
内容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降低 1500MPa 薄板热成形钢氢致滞后开裂的
方法，将 1500MPa 级热成形钢放入在带有氮气保护气氛的加热炉内加热到
900～950℃时保温 180～300s 进行奥氏体化；然后置于带有控温装置的模
具内进行冲压热处理成形，淬火冷却速度为 20～40℃/s、并控制模具温度
使钢板淬火温度在 350～400℃之间温度下保温 30～300 秒，然后水淬至室
温。通过在热成形过程中特殊的热处理工艺，使得最终获得的组织不是单
一的马氏体而是马氏体和一定量的残余奥氏体，奥氏体含量在 6%～12%，
既不降低材料的抗拉强度，又极大地提高了材料的延伸性，拥有更高的强
塑积，并且还有较好的抗氢致滞后开裂的性能。

用薄板坯直接轧制的抗拉强度≥2100MPa 薄热成形钢及生产方法
专利号：CN106119693B
申请人：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公开日期：2018.03.01
发明人：胡宽辉；毛新平；葛锐等
内容摘要：用薄板坯直接轧制的抗拉强度≥2100MPa 薄热成形钢，其组分
及 wt%：C：0.41%～0.50%，Si：0.45%～0.65%，Mn：1.6%～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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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S≤0.004%，Als：0.015%～0.060%，Cr：0.50%～0.65%，B：0.004%～
0.005%，Ti：
0.046%～0.060%或 Nb：
0.046%～0.060%或 V：
0.046%～0.060%，
或其中两种以上的复合，Mo：0.36%～0.60%，Ni：0.21%～0.35%，N≤0.004%。
生产步骤：铁水脱硫；电炉或转炉冶炼及精炼；连铸；入均热炉前的除鳞
处理；均热；加热；进轧机之前的高压水除鳞；轧制；冷却；卷取；奥氏
体化；模具冲压成形；淬火。本发明强度高，制造流程短，产品表面质量
好，其厚度精度可控制在±0.03mm 以内，大幅节约了能源消耗；另外，对
于实现汽车轻量化具有重大意义。

用于热冲压成形钢的镀层及其制造方法
专利号：CN107904535A
申请人：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日期：2018.04.13
发明人：李建新；吝章国；熊自柳等
内容摘要：本公开涉及一种用于热冲压成形钢的镀层及其制造方法。所述
镀层包括：Si：5.0%～20.0%，Ni：0.1%～10.0%，Ce：0～2.0%，La：0～
2.0%，Fe 不超过 1.0%，余量为 Al 及不可避免的杂质。可选地，所述镀层
包括：Si：1.0%～15.0%，Cu：0.5%～10.0%，Cr：0.1%～1.0%，Fe 不超
过 1.0wt%，余量为 Al 及不可避免的杂质。制造用于热冲压成形钢的镀层
的方法包括热浸镀步骤、镀后冷却步骤和镀层热处理步骤。

热冲压成形用钢材、热冲压成形工艺及成形构件
专利号：CN107815612A
申请人：重庆哈工易成形钢铁科技有限公司；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公开日期：2018.03.20
发明人：易红亮；熊小川；T.奥皮茨
内容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热冲压成形用钢材、热冲压成形工艺及成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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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利用该热冲压成形钢材，通过简单的热冲压成形工艺便能够达到高延
伸率，该成形构件具有优异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延伸率。本发明的热
冲压成形用钢材以重量百分比计包含以下成分：C：0.1%～0.19%，Mn：
5.09%～9.5%，V：0.11%～0.4%，Si+Al：0%～2%；其中 C 与 V 还满足如
下二者之一：1）C：0.1%～0.17%，V：0.11%～0.4%；2）C：0.171%～0.19%，
V：0.209%～0.4%。

Zn-Mg 合金镀层钢板及其制造方法
专利号：CN104903493B
申请人：POSCO 公司
公开日期：2018.04.24
发明人：郑宇城；洪锡俊；南庆勋等
内容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 Zn‑Mg 合金镀层钢板及其制造方法，其包括基
础钢板以及形成在所述基础钢板上的 Zn‑Mg 镀层，所述 Zn‑Mg 镀层的 Mg
的含量为 8%以下（不包括 0%），且所述 Zn‑Mg 镀层是 Zn 和 Mg2Zn11 的
复合相。根据本发明，能够提供一种具有优异的耐蚀性、粘接力以及金属
光泽较好的表面质量的 Zn‑Mg 合金镀层钢板及其制造方法。

具有优良抗时效性能和烘烤硬化性的热浸镀锌钢板和合金化热浸镀
锌钢板及其生产方法
专利号：CN107849668A
申请人：POSCO 公司
公开日期：2018.03.27
发明人：韩箱浩；李济雄
内容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优良的抗时效性能和烘烤硬化性的热浸镀
锌钢板和合金化热浸镀锌钢板及其生产方法。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优良的
抗时效性能和烘烤硬化性的热浸镀锌钢板，该热浸镀锌钢板在基底钢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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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具有熔融镀锌层，其中所述基底钢板包含：C：0.002%～0.012%，
Mn：1.6%～2.7%，P≤0.03%（不含 0%）
，S≤0.01%（不含 0%），N≤0.01%
（不含 0%），Al：0.02%～0.06%，Cr≤1.0%（不含 0%）
，其余为铁和不可
避免的杂质；基底钢板满足 1.3≤Mn/（1.15×Cr）≤20.5 的关系；由关系式 1
定义的 Mneq 满足 1.9≤Mneq≤3.9；钢的微观组织包括面积比为 95%以上的
铁素体，其余为硬质第二相；铁素体晶界中存在的由关系式 2 定义的马氏
体的占比为 90%以上，以及通过关系式 3 定义的、在基底钢板的 1/4t 点处
的马氏体相中的平均 Mn 浓度(a)与马氏体相的 1μm 以内的铁素体相中的平
均 Mn 浓度（b）之差为 0.3%以上。
注：关系式 1：Mneq＝Mn+0.45Si+2P+1.15Cr；关系式 2：P（%）＝
{Pgb/(Pg+Pgb)}×100，其中 P 为铁素体晶界中存在的马氏体占比，Pgb 为铁
素体晶界中存在的马氏体占有面积，Pg 为铁素体晶粒中存在的马氏体占有
面积。关系式 3：a-b≥0.3%，其中 a 是基底钢板的 1/4t 点处的马氏体相中的
平均 Mn 浓度%（a）
，b 是马氏体相 1μm 以内的铁素体相的平均 Mn 浓度%
（b）。

高强度冷轧钢板、高强度热浸镀锌钢板、以及高强度合金化热浸镀锌
钢板
专利号：CN107709598A
申请人：新日铁住金株式会社
公开日期：2018.02.16
发明人：横山卓史；川田裕之；冈本力
内容摘要：一种高强度冷轧钢板，其化学组成以质量%计为 C：0.050%～
0.40%，Si：0.01%～3.0%，Mn：1.0%～5.0%，sol.Al：0.001%～1.0%，Ti：
0.005%～0.20%，B：0.0005%～0.010%，P：0.1%以下，S：0.01%以下，O：
0.1%以下，N：0.01%以下，Cr：0%～1.0%，Mo：0%～1.0%，N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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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u：0%～1.0%，Sn：0%～0.50%，Nb：0%～0.20%，V：0%～0.50%，
W：0%～0.50%，Ca：0%～0.01%，Mg：0%～0.01%，Bi：0%～0.01%，
Sb：0%～0.10%，Zr：0%～0.01%，REM：0%～0.01%，余量为 Fe 和杂质，
该钢板满足[sol.Bs/B≤0.50]和[sol.Bq/B＞0.50]（其中，B：钢中的 B 量、sol.Bs：
表层部的固溶 B 量、sol.Bq：内部的固溶 B 量）。

一种高强塑积、高可镀性细晶热镀锌双相钢及其生产方法
专利号：CN107829038A
申请人：东北大学
公开日期：2018.03.23
发明人：邸洪双；邓永刚；王建
内容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塑积、高可镀性细晶双相钢及其生产方
法，属于冶金材料领域。本发明的高强塑积、高可镀性细晶双相钢化学成
分为：C：0.08%～0.12%，Mn：1.8%～2.5%，Si：<0.005%，Al：0.3%～
0.5%，P：0.04%～0.08%，Nb：0.03%～0.06%，Ni：0.02%～0.05%，S≤
0.005%，余量为 Fe。其生产方法包括，真空熔炼、锻坯、第一阶段奥氏体
再结晶区轧制、第二阶段两相区热轧、多道次冷轧和快速退火。本发明能
大幅度的合金元素在退火过程中的选择氧化，提高其可镀性，并优化了带
钢的组织和性能。

一种消除含磷高强 IF 钢表面色差缺陷的方法
专利号：CN107893155A
申请人：首钢集团有限公司；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日期：2018.04.10
发明人：张亮亮；于洋；李晓军
内容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消除含磷高强 IF 钢表面色差缺陷的方法，包
括：对含磷高强 IF 钢板坯进行加热处理；对加热后的所述含磷高强 IF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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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坯进行粗轧和精轧，获得精轧含磷高强 IF 钢板；对所述精轧含磷高强 IF
钢板进行卷取，获得含磷高强 IF 钢热卷；对所述含磷高强 IF 钢热卷开卷
进行冷轧，所述冷轧压下率单道次率在 30%以下，获得冷轧含磷高强 IF 钢
板；对所述冷轧含磷高强 IF 钢板进行连续退火处理。本发明解决或部分解
决了在现有技术中含磷高强 IF 钢表面色差缺陷的技术问题，实现了消除含
磷高强 IF 钢表面色差缺陷，从而提高含磷高强 IF 钢表面品质的技术效果。

一种汽车外板用电镀锌烘烤硬化钢板的生产方法
专利号：CN105970094B
申请人：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公开日期：2018.03.20
发明人：冯冠文；蔡捷；孙方义
内容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汽车外板用电镀锌烘烤硬化钢板的生产方法，
属于冷轧深冲电镀锌汽车用钢生产领域。该生产方法包括如下制备步骤：1）
电镀锌烘烤硬化钢板的成分选择；2）冶炼并浇铸成板坯；3）经常规加热
后进行热轧；4）常规水冷至卷取温度并进行卷取；5）进行冷轧；6）进行
连续退火；7）进行平整；8）进行常规碱洗、刷洗、电解脱脂和漂洗；9）
采用重力法电镀锌。该生产方法采用常规的生产工艺制备的钢板具有良好
的成型性能和烘烤硬化性能，且在室温下放置几个月也不发生自然时效，
性能较稳定。

合金化热浸镀锌钢板及其制造方法
专利号：CN107923017A
申请人：新日铁住金株式会社
公开日期：2018.04.17
发明人：冈正春；小嶋启达；冈田哲也
内容摘要：提供一种具有高强度以及优异的深冲性、进而耐板坯开裂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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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耐二次加工脆性优异的合金化热浸镀锌钢板。本发明的合金化热浸镀锌
钢板的母材钢板具有如下的化学组成；以质量%计含有 C：0.0080%以下，
Si：0.7%以下，Mn：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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