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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介绍了 JB/T 10854—2008《水平连续铸造铸铁型材》行业标准制定的依据和标准概况，对

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并指出了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期在下次修订时予以补正。 

1 标准概况 
国内铸铁水平连续铸造技术从开发研究（或引进

消化吸收）至今已近 20 年了。经过近 20 年艰难曲折

的发展，目前国内的年产销量估计已超过 2.5 万 t。在

发展过程中，大专院校的研究者及型材生产厂家均认

识到要进一步促进该行业的发展，制定一个统一的行

业标准十分有必要。有了这个标准，将会大大加强铸

铁型材的宣传力度，为铸铁型材用户的设计者提供一

个选用材料的依据，同时也使生产厂家有了统一、基

本的质量目标。为此，西安理工大学和沈阳铸造研究

所联合几个生产厂家制定本标准，并于 2007 年底完

成了本标准的起草和审查工作。2008 年 3 月 12 日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于 2008 年 9 月 1 日实

施。 

2 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2.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平连续铸造灰铸铁型材及球墨

铸铁型材（以下简称铸铁型材）的分类与牌号、技术

条件、实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储存和运

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水平连续铸造方法生产 Φ30 

mm～Φ300 mm 及相应截面尺寸、矩形的铸铁型材。 
本标准规定的型材尺寸范围是 Φ30 mm～Φ300 

mm 的圆形截面及相应尺寸的方、矩形截面型材，主

要考虑到该范围基本涵盖了目前实际的生产设备水

平。对于这个范围以外的型材指标，若需要生产则暂

时由供需双方商定。在实践中积累数据，可在本标准

修订时进行补充。 
2.2 分类与牌号 
2.2.1 分类 

按照金相组织中石墨的形态，将铸铁型材分为灰

铸铁型材（以下简称灰铁型材）和球墨铸铁型材（以

下简称球铁型材），未涉及其他材质的铸铁型材。今

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需要，可再将可以用

水平连铸方法生产的其他铸铁材质列入标准。 
2.2.2 牌号 

本标准的牌号表示方法符合 GB/T 5612 的规定。

对于灰铁型材，根据从直径≤Φ30 mm 型材本体制取试

棒的抗拉强度，将灰铁型材分为表 1 中所列的三个牌

号。对于球铁型材，根据从直径≤Φ120 mm 的型材本

体制取试棒的抗拉强度和伸长率，将球铁型材分为本

标准表 1 中所列的四个牌号。 
表 1 铸铁型材的牌号 

灰铁型材牌号 球铁型材牌号 

HT/L200 QT/LZ450-10 

HT/L250 QT/LZ500-7 

HT/L300 QT/LZ600-3 

 QT/LZ700-2 

注：“HT”、“QT”分别为“灰铁”和“球铁”的汉语拼音字头，“LZ”为“连

铸”的汉语拼音字头。 

 
本标准仅列出了水平连续铸造铸态下常用的型

材牌号。未列入本标准的其他牌号，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 
牌号的采选原则是在 GB/T 9439 和 GB/T 1348

中，选取用水平连铸工艺铸态下能达到且常用的牌

号。两项国家标准中的其他牌号均未列入。如 GB/T 
9439 中的 HT100、HT150。由于连铸冷却速度快，组

织细化，型材的性能远高于这两个牌号，故未将其作

为铸铁型材产品列入。HT350 使用量很少且缺乏生产

实践，故也未列入。GB/T 1348 中一些球铁的其他牌

号，一般需要辅以热处理工序才能达到，本标准也未

列入。当用户有需要时，供需双方可参照 GB/T 1348
规定的性能及本标准规定的相应条款，经热处理满足

要求。 
2.3 技术条件 
2.3.1 化学成分 

铸铁型材的化学成分一般由供方决定，且不要求

作为验收依据。当需方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在

订货协议书中商定。 
该条的叙述等效采用了 GB/T 9439 和 GB/T 1348

的叙述。所以，除用户有特殊要求时供需双方商定外，

化学成分一般仅供参考，不作为验收的必要条件。 
2.3.2 力学性能 



灰铁型材的抗拉强度：同一牌号、不同直径或不

同截面尺寸的灰铁型材的抗拉强度应本标准符合表 2
的规定。 

灰 铁 型 材 的 力 学 性 能 主 要 参 考 了 GB/T 
9439—2010 中的表 2 和表 3，将铸件的壁厚档换算成

型材的直径档，共分六个档，并给出了各种牌号每个

壁厚档应达到的最小抗拉强度。应特别注意的是，连

续铸造铸铁型材的力学性能检验只能是本体取样，而

不能用单铸试块来检验（单铸试块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型材本体取样测得的数据，应与砂型铸件本体

的性能相对应。在本标准中，铸铁型材的本体力学性

能数据是参考铸铁件本体性能指标制定的。当灰铁型

材直径较大时，其性能指标是随型材尺寸的增加而逐

渐降低的。产品的设计者和使用者都应注意。 
球铁型材的抗拉强度和伸长率：同一牌号、不同

直径或不同截面尺寸球铁型材的抗拉强度和伸长率

应符合本标准表 3 的规定。 
球铁型材的力学性能数据主要参考了 GB/T 

1348—2009《球墨铸铁件》中表 3 的规定，将直径分

成两档（与砂铸件的壁厚档相对应），具体的性能上

均不低于 GB/T 1348 的水平。但某些牌号的力学性能

指标要比 GB/T 1348 高一些，如本标准表 3 中

QT/LZ450-10 和 QT/LZ500-7 两个牌号，在 120＜
D≤300时，其伸长率指标未因直径的加大而降低对伸

长率的要求。这主要是考虑到在连铸条件下，型材的

冷却速度高，得到的石墨球细小圆整、组织致密，有

较好的综合力学性能。虽然指标定得高了些，但在生

产实际中仍可以达到。本标准体现了连续铸造的优越

性。 
硬度：如果需方要求检验型材的硬度，则应在型

材本体上沿轴线的垂直方向截取试片，其厚度按照

GB/T 231 的规定执行。灰铁型材应按照 GB/T 9439
的规定执行，球铁型材应按照GB/T 1348的规定执行。 

硬度方面只是规定了本体取样的方法，其他均参

照相应的国家标准执行。 
2.3.3 金相组织 

灰铁型材的金相组织一般不作为验收的依据。当

需方有特殊要求时，应按 GB/T 7216 评定。对于球铁

型材，若需方要求进行金相检验时，应按 GB/T 9441
评定。金相试样取样部位与拉伸试棒相同。铸铁型材

表层允许有少量碳化物存在，但不得显著影响机械加

工性能。 
标准中规定金相试样的取样部位与拉伸试棒的

相同，这是根据连铸的凝固条件特点，一般在 R/2 处

取拉伸试样，这样可以有代表性地表现整体性能水平

（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而且在不影响硬度指标的

条件下，允许表层有不显著影响机械加工性能的少量

碳化物存在，金相组织是否作为验收的依据由供需双

方商定。 
2.3.4 表面质量和尺寸公差 

（1）表面质量：铸铁型材表面应平直，其质量

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a）型材表面凸起的铸痕高度的允许量：直径或

换算直径≤Φ100 mm 的型材，铸痕凸起高度≤2 mm；

直径或换算直径＞Φ100 mm 的型材，铸痕凸起高度≤3 
mm。 

b）型材表面缺陷深度的允许量：直径或换算直

径≤Φ100 mm 的型材，表面缺陷深度≤2 mm；直径或

换算直径＞Φ100 mm 的型材，表面缺陷深度≤3 mm。 
由型材的生产过程决定表面难免会有某些缺陷。

如石墨套拉伤而造成的纵向凸纹，有时在步距节纹处

也会出现浅层裂纹。这些表层或表面的缺陷，若控制

在加工余量范围内是可以在机械加工过程中去除的，

并不影响型材的使用。因此本标准根据目前型材生产

水平，给出了允许存在的缺陷程度。 
（2）截面的尺寸公差：型材截面的尺寸公差应

符合本标准表 4 的规定。 
关于截面的尺寸公差和供货长度公差，均定为正

公差，以避免因坯料尺寸小，生产废品。 
a）允许弯曲度：型材每米长度允许的弯曲度应

符合本标准表 5 的规定。当用户对弯曲度有特殊要求

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b）供货标准长度及公差：型材的供货标准长度

及公差见本标准表 6。其余供货长度由供需双方商定；

长度公差比照本标准表 6 执行。 
2.4 试验方法 
2.4.1 试棒的制取 

（1）拉力试验试棒的取样部位 
对于直径不大于Φ45 mm的圆形及换算直径不大

于 Φ45 mm 矩形或异形截面铸铁型材，应在其中心部

位取样；直径大于 Φ45 mm 的圆形截面铸铁型材应在

D/4 处取样（D 为圆形截面铸铁的直径），换算直径

大于 Φ45 mm 的矩形或异形截面铸铁型材在 L/4 处取

样（L 为矩形截面铸铁型材对角线长度）。 
（2）拉力试棒 
灰铁型材拉力试棒的形状和尺寸，按照 GB/T 

9439 的规定执行。 
球铁型材的拉力试棒形状和尺寸，按 GB/T 1348

的规定执行。 
试验方法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依据型材的生产

特点，无法单铸试块，只能本体取样，并规定拉伸试

样的取样为在直径≤45 mm 部位中心取样，其余为在

D/4 处取样，这主要是基于标准试棒的尺寸和取样部

位的性能的代表性。对于 Φ40 mm～Φ45 mm 之间的



灰铁型材，中心取样的性能可能稍低于整体的平均水

平。但因试棒的直径已为 Φ20 mm，夹头部分更大，

故 D/4 部位取不成，而只能中心取样。对于 D/4 取样

的型材，试棒的性能可以代表整个断面的性能。 
2.4.2 力学性能试验 

（1）铸铁型材的拉力试验：灰铁型材的拉力试

验按照 GB/T 7945 的规定执行。球铁的拉力试验按照

GB/T 228 的规定执行。 
（2）硬度试验：硬度试验按照 GB/T 231 的规定

执行。 
2.4.3 外观质量及几何尺寸检验 

用游标卡尺检验型材表面凸起的铸痕高度，及截

面尺寸，长度尺寸用钢卷尺检验，对于表面缺陷深度

的检验，应抽取典型缺陷部位，用切削加工去除缺陷，

测量最终尺寸的方法检验。 
对表层缺陷深度的检验作了“抽取典型的部位，

用切削加工去除缺陷后测量最终尺寸”的规定，也是

根据铸铁型材的特点而定的。其余检验方法均按相关

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2.5 检验规则 
2.5.1 批次的划分 

在生产稳定的条件下，当连续生产同一规格（尺

寸、牌号）铸铁型材时，以一个班的生产量为一个检

验批次；不足一个班的也按一个班次记。按照 GB/T 
9439 或 GB/T 1348 的规定，每批型材生产过程中，应

每间隔 2 h 取一组（三根）试棒，各组检验一根，其

余试棒留作复检。 
2.5.2 生产在线检验 

在生产过程中，应对每个压断断口随时进行宏观

检验，如发现异常，立即做出标记，待进一步检验，

主要检查力学性能。 
2.5.3 试验次数及试验结果的评定和复验 

对于力学性能的检验、试验次数、试验结果的评

定和复检，灰铁型材按照 GB/T 9439 的规定执行，球

铁型材按照 GB/T 1348 的规定执行。  
2.5.4 试验的有效性 

灰铁型材按照 GB/T 9439 的规定执行，球铁型材

按照 GB/T 1348 的规定执行。 
“检验规则”一章，除了按照 GB/T 9439 和 GB/T 

1348 的相关规定执行以外，还应依据连铸型材生产的

特点，并加上在线检验的条款。其中，在线检验的条

款主要是在线及时观察表面状态及断口特征，判断有

无异常，若有异常则立即做出标记，直接报废或待进

一步检验。 
2.6 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2.6.1 标志 

铸铁型材应有制造厂的标志，铸铁型材的标志位

置、尺寸和方法应由供需双方商定。 
2.6.2 质量证明书 

铸铁型材出厂时，应有供方检验部门签章的质量

证明书，证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制造厂名或工厂标

志、铸铁型材种类和规格、材料牌号、必要的各项检

验结果、制造日期（或编号）或生产批号。 
2.7 包装、储存、运输 
2.7.1 包装和储存 

铸铁型材经检验合格后，应把球铁型材和灰铁型

材分开并进行合理的包装和储存，并附有标志。对于

需要长途运输的铸铁型材，应按照运输条例的规定或

按照供需双方商定的方式包装。 
2.7.2 运输 

发货的运输方式由供需双方商定。 
包装、储存、运输条款无特殊要求时，均采用常

规的规定或协商解决。 

3 标准的特点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主要内容采用 GB/T 9439 和

GB/T 1348 两项标准，再依据铸铁型材自身的特点及

各生产厂家在生产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数据和做法，

制定了一些条款，既能规范铸铁型材的生产，又能作

为用户验收产品的依据。本标准在贯彻执行中可能还

会遇到一些问题，希望生产厂家和铸铁型材的用户不

断积累数据和经验，以便在今后的标准修订中补充和

修改。 

4 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修订建议 
（1）本标准对圆形截面型材的外观质量和尺寸

公差（4.4 条）中，只给出了尺寸公差的指标，而未

给出“不圆度”的指标。实践证明这是本标准的一个缺

陷，由于目前加工工装夹具精度的提高，对不圆度是

有要求的，否则无法上加工机床，这要在以后的修订

中补上。 
（2）随着铸铁连铸技术的发展，原标准中覆盖

的尺寸范围也已不够使用，即目前能生产的型材的截

面尺寸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范围。如江苏华龙铸铁型材

有限公司目前已经能生产出直径达 Φ400 mm 和截面

380 mm×380 mm 的型材。还有原标准中适应范围的

下限，也只有 Φ30 mm，已不是实际的下限，实际的

下限可能已到 Φ20 mm 或 Φ25 mm，这些都应在下次

修订时修改。 
（3）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已超过 4 年，原来主要

参考和引用的标准 GB/T 9439 和 GB/T 1348 都有了新

的变化，本标准也应该随之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