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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的概况
近年来，
随着汽车工程、
核电和海洋工程的发展，
高镍奥氏体铸铁在国外被广泛用于制造海水泵阀、
增
压器壳体、排气岐管、气门座等，耐热、耐腐蚀的零部
件，国内外市场对高镍奥氏体铸铁件的需求越来越
大。由于我国没有奥氏体铸铁件的国家标准，
所采用
的标准主要是国际标准 ISO 2892:2007 《奥氏体铸铁
分类》和美国的 ASTM A439－83(2004)标准。西方各国
的奥氏体铸铁标准并不统一，差异很大。国内使用这
种材质的企业引用不同国家的标准，给企业造成了许
多混乱。生产难以组织，炉料难以管理，质量难以控
制。我国加入 WTO 以后，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贸
易量的迅速提高，各个生产企业都迫切希望有一个标
准来规范高镍奥氏体铸铁的材料，使需用单位能够根
据使用性能选择相应的材料牌号，生产企业能够依据
相应的材料来组织生产，
能够使用标准来指导生产。
综上所述，制定《奥氏体铸铁件》国家标准，是行
业发展所必要且急需的。

2

标准起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
口，委托西峡县内燃机进排气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起
草，东风汽车有限公司铸造分公司等单位参与了该项
标准的起草工作。
起草工作组根据企业多年的生产经验、试验数
据、检测报告、技术文件，参照国际标准 ISO 2892:
2007 《奥氏体铸铁 分类》 和美国 ASTM A439－83
（2009 年重审）标准，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起草
工作组对标准的主要条款进行了多次的修改、补充和
完善。于 2009 年初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后，
向行业内
广泛征求意见，
对反馈意见进行汇总、
讨论。2009 年 4
月，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铸铁分技术委员会又
召集国内的一些机动车排气歧管铸铁件生产厂的工
程技术人员和国内研究排气歧管的专家，
在上海召开
“蠕墨铸铁件”
等五项铸铁标准起草工作会议，同时对
“奥氏体铸铁件”
标准草案进行讨论，提出了许多修改

意见。起草工作组按照工作会议讨论的意见，对标准
内容再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2010 年 6 月全国铸
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铸铁分技术委员会在河南省西
峡县召开《奥氏体铸铁件》标准审查会，
起草工作组按
照标准审查会的意见对标准修改后形成标准报批稿。

3 标准的主要内容
3.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奥氏体铸铁件 （以下简称铸件）的
术语和定义、
牌号、
订单信息、
生产方法、
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以及质量证明书、防锈、包
装、
储存和运输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砂型或导热性与砂型相当的铸型
中铸造的铸件，
使用其他铸造方法生产的铸件也可参
照使用。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全部采用最新版的标准名
称和编号，全部为非注日期引用。
3.3 术语和定义
参照 ISO 2892:2007《奥氏体铸铁 分类》，增加了
术语和定义章节，对奥氏体铸铁定义为：以铁、碳、镍
为主，添加硅、锰、铜和铬等元素经熔炼而成，室温下
具有稳定的以奥氏体基体为主的铸铁。
3.4 牌号
奥氏体铸铁牌号等同采用了 ISO 2892:2007 《奥
氏体铸铁 分类》标准中的牌号。共 12 个牌号，其中灰
铸铁 2 个，
球墨铸铁 10 个，
分别为一般工程用和特殊
用途两类。
3.5 订单信息
与 ISO 2892:2007《奥氏体铸铁 分类》标准相比
增加了订货要求，确立了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是产品
型标准向贸易型标准转变的突出特征。
3.6 生产方法
在标准中增加了生产方法。按照 ISO 9000 的相
关要求，生产方法可由供方提出，但是要经过需方审
核的，
这是贸易型标准的特点。
3.7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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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化学成分

热处理规范。依据 ISO 2892:2007《奥氏体铸铁 分类》

在 ISO 2892:2007《奥氏体铸铁 分类》标准的基
础上，
修改了部分材质的化学成分。

标准，高镍奥氏体铸铁的高温热处理工艺为：升温速
率不超过 150K/h，
加热到 875～900℃在炉内保温，降

⑴ 将奥氏体球墨铸铁中 P 含量由≤0.08%确定
为≤0.05%。P 为有害元素，
参照 GB/T 1348－2010 确

温速率不超过 50K/h，冷却到 500℃出炉。依据美国
ASTM A439 标准，
高镍奥氏体铸铁的高温热处理工艺

定 P≤0.05%。
⑵ 增加了奥氏体灰铸铁 S 含量为≤0.12%。S 在

为：升温到 955～1 040℃，保温 0.5～5h 后出炉空冷。
根据生产经验，高镍奥氏体铸铁不能采用缓冷工艺。

奥氏体灰铸铁中是必不可少的，参照 GB/T 1348－
2010，
规定 S 含量为≤0.12%。

因为在缓慢的冷却过程中，碳化物沿晶界析出，使材
料 的 力 学 性 能 下 降 。 所 以 采 用 了 升 温 到 955 ～1

⑶ 增加了奥氏体球墨铸铁 S≤0.03%。S 对奥氏
体球墨铸铁中的球化敏感性很大，过高的 S，甚至无

040℃，
保温 3～5h 后出炉空冷的工艺。基本上沿用了
ASTM A439 标准。

法球化，
因此确定 S 为≤0.03%。
⑷ 将 QTANi35Si5Cr2 中的 C≤2.0%修改为 C≤

3.7.5 其他要求
增加了铸件相关几何形状和尺寸公差、表面质

2.30%。由于受饱和度 A ≥TC%＋0.2Si%＋0.06Ni%的
影响，当铁液中的 C、
Si、
Ni 大于某一极限值（饱和度

量、
重量公差、
铸件的缺陷及修补等技术要求。
3.7.6 附录（资料性附录）

A）时，
石墨形态就呈碎块状分布；
奥氏体枝晶发达，铁
液流动性差，
补缩困难，
极易产生缩松、
缩孔缺陷。据
资料介绍 A 不能大于 4.4。试验证明 A ≥4.4，甚至超
过 4.9 时，
在不同厚度的试块上仍能得到球化率和力
学性能合格的铸件。在较高的碳当量下由于石墨化膨
胀所产生的自补缩效果，
减少了缩松和缩孔缺陷。因
此把 C 含量定为≤2.30%。
3.7.2 力学性能
测试力学性能的试棒是取自单铸试块还是取自
铸件本体，性能指标的要求都需要供需双方的协商。
如果是取自铸件本体，
应该是代表铸件主要壁厚的地
方。
3.7.3 金相组织
奥氏体灰铸铁的金相组织：
奥氏体 + 少量晶界碳
化物 + 片状石墨。Ⅰ型石墨≥70%，石墨大小 3～5
级。
奥氏体球墨铸铁的金相组织：
奥氏体 + 少量晶界
碳化物 + 球状石墨。球化级别不低于 4 级,石墨大小
5～7 级。如有特殊要求，
球化级别由供需双方商定。
考虑到碳化物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所以在标准中
规定，不允许有条块状碳化物存在，允许用热处理的
方法改变碳化物的形态。
由于 GB/T 7216 和 GB/T 9441 标准能够满足奥氏
体铸铁金相检验的要求，
所以不再另行编制奥氏体铸
铁金相检验标准。
增加了球化级别的检测，可用无损检测的方法，
如有争议时可依据产品图样按 GB/T 9441 检验裁决。
3.7.4 热处理
增加了铸件一般情况下铸态供货的条款，修改了

附录 A 中列出了奥氏体铸铁特性和主要用途，附
录 B 列出了力学和物理性能补充资料，供使用者选
用。附录 C 为推荐性的热处理工艺以供参考。
3.7.7 过程控制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技
术标准由产品型标准向贸易型标准转变，
为提高标准
的市场适应性，
参照 ISO 9000 的相关要求增加了过程
控制和批次管理的内容。按照目前的国际惯例，生产
方式不仅是由供方决定的，
需方要对供方的生产方式
进行审核，
需方对供方的 PPAP 文件进行批准。关注
过程，
持续改进是供需双方的事情。因此在标准中特
别强调协商沟通的原则。

4 与相关标准的比较
⑴ 本标准在材料部分采用 ISO 2892 标准，并做
了编辑性修改；
⑵ 参照美国 ASTM A439 和其他国家的标准，依
据实践经验，
对 ISO 2892 标准的化学成分和热处理工
艺做了修改；
⑶ 增加了铸件由供需双方协商铸态供货的条款；
⑷ 增加了本体取样的要求；
⑸ 将布氏硬度纳入力学性能条款；
⑹ 增加了铸件相关几何形状和尺寸公差、表面质
量、
重量公差、
铸件的缺陷及修补等技术要求；
⑺ 参照 ISO 9000 的相关要求增加了过程控制的
内容。
⑻ 增加了试验方法和验收规则、
标志和质量证明
书，
以及防锈、
包装、
储存和运输等要求。
(下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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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一铸造车间被 Aleris 收购
Aleris 近期宣布该公司已经收购 Voerde Aluminum GmbH 的铸造车间。Voerde 的铸造车间将为该公司再带
来每年 115000t 的铸造能力，
此外还将为 Aleris 提供更多的制造灵活性以及更高的精加工和回收能力。Aleris 全
球轧制与挤压产品部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oeland Baan 表示：
“这些是 Aleris 的战略资产。这个铸造车间为
Aleris 带来了灵活性，
继续为客户开发和交付高附加值专有合金，
并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回收和可持续发展工作。
它还确保我们能够不间断地供应产品，
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
据悉，
Voerde 的这个铸造车间位于德国西北
部，
多年来一直向 Aleris 供应轧制钢锭和钢坯。
（全国铸造学会采编）

美 Eagle Alloy 花巨资增加铸钢件产能
据报道，
铸钢件生产企业 Eagle Alloy 公司（位于美国密西根州马斯基根市）于近期宣布将其现有的制模车间
扩大至 7000 平方英尺，
并将购进铸造用砂热法再生设备。根据 Eagle Alloy 公司行政高层人士透露，公司将在未
来的 2 年内总计花费 1.4 亿美元用于公司厂房的扩建与新设备的购进。公司预计新设备的购机将在 1.2 亿美元
左右，
主要购进新的制模与制芯机械，
热处理炉及铸件清理、
检测设备以增加产品产能。Eagle Alloy 公司是 Eagle
集团旗下三家铸造工厂及机加工工厂中的一家，
公司采用金属型及砂型铸造工艺生产铸钢件、不锈钢铸件、精密
铸件、
有色合金铸件等产品。
（全国铸造学会采编）

丰田斥资 4.95 亿美元在巴西建立发动机工厂
丰田汽车 CEO 近日宣布，
将在巴西投资 4.95 亿美元建立一座发动机生产厂。
在同巴西总统迪尔玛圠广夫（Dilma Rousseff）会面后，
丰田公司披露了发动机厂的计划。该厂将位于圣保罗
Porto Feliz，
占地面积 870,000 平方米，雇佣员工 600 人，预计 2015 年下半年投产。新工厂将为丰田 Etios 车型提
供 1.3 和 1.5 升发动机，
为卡罗拉车型提供 1.8 和 2.0 升发动机。预计产能为 200000 台 / 年。
由于巴西汽车行业新政策规定，只有零部件本土化比例超过 65%时，才能免于高额 IPI 工业产品税，因此丰
田新发动机厂将有助于公司在巴西市场新车达到 85%的本土化比例，
从而得以享受政策优惠。
（全国铸造学会采编）

（上接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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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特点

⑴ 标准按照 ISO 9000 的要求，突出了需方的要
求，
体现了以顾客为导向的原则。
⑵ 强调了供需双方协商一致的原则。
⑶ 突出了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性。
⑷ 适用性更强，
更具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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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应用

本标准是一个综合性的标准文件，
功能不同的产
品需要选用不同的材料，但生产方式、验收程序基本

相同。通过本标准的实施，
达到促进新材料、新工艺、
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以及规范管理之目的。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适用于对材料有耐高
温、
耐腐蚀、耐疲劳、
抗氧化、
抗磨损、耐低温性要求的
场合。适合作为需方设计产品时工程技术人员选择材
料的依据，
同时也适用于生产企业作为技术标准用于
指导生产。
由于科技不断的进步，
新的耐高温、抗氧化、耐疲
劳的材料会不断的得到开发和应用，
因此本标准需要
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充实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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