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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进步,对于金属材料加工要求同样有所增加,在金属加工行业中,普遍
应用热处理技术方式,以此获取所需要的金属材料基础性能。本文首先详细分析出金属材料热处理技术
种类,并且结合金属材料热处理技术现状,进一步总结出金属材料热处理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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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economy, metal materials processing
requirements have also increased. In the metal processing industry, heat treatment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to
obtain the required basic properties of metal materials required. In this paper, the types of heat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metal material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 application of heat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metal
materials is further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eat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met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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