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514037.0

(22)申请日 2018.12.11

(71)申请人 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713801 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2号信箱

技术中心

(72)发明人 苏灵锐　秦卫东　武洋斌　蒲光　

姚彦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航空专利中心 11008

代理人 王世磊

(51)Int.Cl.

B21J 5/00(2006.01)

B21J 1/0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提高探伤水平的锻造方法及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材料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提

高探伤水平的锻造方法及装置。该方法包括：加

热并保温棒料；采用头火模具锻造加热后的棒

料，得到预锻件；加热并二次保温预锻件；采用二

火模具锻造二次保温的预锻件，得到终锻件；其

中，所述终锻件对所述棒料的变形量是所述终锻

件对所述预锻件的变形量与所述预锻件对所述

棒料的变形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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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探伤水平的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加热并保温棒料；

采用头火模具锻造加热后的棒料，得到预锻件；

加热并二次保温预锻件；

采用二火模具锻造二次保温的预锻件，得到终锻件；

其中，所述终锻件对所述棒料的变形量是所述终锻件对所述预锻件的变形量与所述预

锻件对所述棒料的变形量之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并二次保温预锻件，包括：

加热预锻件；

当加热温度达到预设的二火温度时，对所述加热的预锻件保温第一预设时长；

对一次保温的预锻件进行热包套；

对热包套的预锻件按照所述二火温度保温第二预设时长，得到所述二次保温的预锻

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棒料的材料是GH698高温合金。

4.一种提高探伤水平的锻造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加热模块，用于加热并保温棒料；

第一锻造模块，用于采用头火模具锻造加热后的棒料，得到预锻件；

第二加热模块，用于加热并二次保温预锻件；

第二锻造模块，用于采用二火模具锻造二次保温的预锻件，得到终锻件；

其中，所述终锻件对所述棒料的变形量是所述终锻件对所述预锻件的变形量与所述预

锻件对所述棒料的变形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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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探伤水平的锻造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提高探伤水平的锻造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GH698是一种高温合金材料，GH698是以铝、钛、钼、铌等元素强化的镍  基高温合

金，是在GH4033合金基础上补充合金化发展而成的，在500～800℃  范围内具有高的持久强

度和良好的综合性能。该合金广泛应用于制造航空发动  机的涡轮盘、压气机盘、导流片、承

力环等重要承力零件，工作温度可达750～  800℃。对于探伤要求较高的锻件，成型后不易

返修的锻件，有别于传统生产的  锻件锻造方法，对锻造的变形过程的控制是该材料生产的

难点，对内部组织和 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0003] 通常GH698模锻件在锻锤生产时，按常规生产流程后热处理前后需对锻件  进行探

伤，按HB/Z34-1998，A级验收。热前探伤为用户共检，结果满足锻件  要求，热后探伤结果稍

差一些。

[0004] 对于探伤水平要求为：HB/Z34-1998，A级验收，探伤结果受锻件内部显  微组织影

响；对锻造温度和锻件变形量的影响敏感，对于模锻件生产锤击次数  和变形量，需要解决

锻件的变形量是我们解决生产此类问题的关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解决锻件的变形量，对于高温合金模  锻件，

设定预锻模具来实现变形量的控制问题；使其最终锻件满足探伤水平要 求。

[0006] 第一方面，提供一种提高探伤水平的锻造方法，包括：

[0007] 加热并保温棒料；

[0008] 采用头火模具锻造加热后的棒料，得到预锻件；

[0009] 加热并二次保温预锻件；

[0010] 采用二火模具锻造二次保温的预锻件，得到终锻件；

[0011] 其中，所述终锻件对所述棒料的变形量是所述终锻件对所述预锻件的变形  量与

所述预锻件对所述棒料的变形量之和。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加热并二次保温预锻件  ，包括：

[0013] 加热预锻件；

[0014] 当加热温度达到预设的二火温度时，对所述加热的预锻件保温第一预设时  长；

[0015] 对一次保温的预锻件进行热包套；

[0016] 对热包套的预锻件按照所述二火温度保温第二预设时长，得到所述二次保  温的

预锻件。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棒料的材料是GH698高温合金。

[0018] 第二方面，提供一种提高探伤水平的锻造装置，包括：

[0019] 第一加热模块，用于加热并保温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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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第一锻造模块，用于采用头火模具锻造加热后的棒料，得到预锻件；

[0021] 第二加热模块，用于加热并二次保温预锻件；

[0022] 第二锻造模块，用于采用二火模具锻造二次保温的预锻件，得到终锻件；

[0023] 其中，所述终锻件对所述棒料的变形量是所述终锻件对所述预锻件的变形  量与

所述预锻件对所述棒料的变形量之和。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一种提高GH698高温合金探伤水平的的锻造  方法，

通过对增加预锻来改变锻件的变形量，实现探伤要求的锻件内部组织。  从而来实现对锻件

的加热温度和锻造变形量的精确控制，使对于不易改锻的模  锻件一次达到预期的要求，有

效提高高温合金锻件的探伤水平、组织可靠性，  成功加工出的具有高的持久强度和良好的

综合性能的高温合金材料。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锻件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头火模具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头火模具的仿真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二火模具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二火模具的仿真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一种采用5CrNiMo材料的预锻模具；在模锻前增  加预锻，

首先对棒料进行加热，然后对棒料在与终锻生产同一设备中进行预锻  后；然后进行模锻、

机加、探伤、热处理、机加、探伤检查。

[0028] 根据锻件探伤理化检查结果，对锻件预锻加热温度和锻造变形量进行设定；

[0029] 确定锻造的变形量和锻造工步设定。从而实现探伤要求的检查。

[0030] 具体的方案为：用预锻模对锻件进行预锻，合理分布锻件各部位变形量；  最终在

终锻模具中最终成型，得到均匀、细化的组织结构，提高锻件探伤水平。

[0031] 其中，棒料需要进行3个温度台阶的加热，预锻后整体变形量经过模拟计  算在50

～59％；预锻结束后可以直接热料回炉，当保温至特定时间后进行热包  套；二次加热好的

预锻坯料在终锻模具中最终成型，成型后整体变形量经过模  拟计算在30～35％；最终模锻

成型后的锻件冷却需要对锻件表面用高温棉覆盖  进行缓冷处理。

[0032] 下面结合实例和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3] 本发明提高GH698高温合金锻件探伤水平的锻造方法。

[0034] 一件锻件坯料尺寸为Φ250×565mm的料，在电炉中进行加热，然后进行预  锻及模

锻生产，粗加工后进行探伤、腐蚀检查。具体锻造方案如下：

[0035] 棒料经加热先进行预锻生产，然后热料回炉进行模锻生产。模锻件机加后  进行热

前探伤及腐蚀，合格后进行热处理，热后再进行机加、探伤、腐蚀检查。

[0036] 实施例：

[0037] 1、预锻生产：

[0038] 加热棒料，当加热温度达到预设的头火温度范围时保温200min，采用头火  模具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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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加热后的棒料，得到预锻件。

[0039] 优选的，头火温度范围是1095°-1105°。

[0040] 这个锻造过程需控制始锻温度和终锻温度、垂直尺寸等关键参数。通过之  前的模

拟计算得到头火模具如图1所示，预锻件的最小变形量的范围在  15％-20％，该范围可以有

效改善坯料的原始晶粒，起到细化晶粒的作用。

[0041] 2、终锻生产：

[0042] 预锻件生产完后热料回炉，加热预锻件，当加热温度达到预设的二火温度 时保温

160min，出炉后进行热包套，再将热包套的预锻件回炉保温40min，采  用二火模具锻造二次

保温的预锻件，得到终锻件。

[0043] 优选的，二火温度范围是1105°-1115°。

[0044] 这个过程中需控制始锻温度、终锻温度，垂直尺寸等关键参数。通过之前  的模拟

计算得到二火模具如图2所示，终锻件的变形量的范围在20％-25％，终  锻件大大改善了终

锻件的整体变形量，为细化晶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0045] 3、热前锻件探伤情况如表1所示：合格

[0046] 表1

[0047]

[0048] 4、热前腐蚀：合格

[0049] 晶粒尺寸均不大于1.5㎜，未见冶金缺陷。

[0050] 5、热后探伤如表2所示：合格

[0051] 表2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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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6、热后腐蚀：合格

[0055] 晶粒尺寸均不大于2.0㎜，未见冶金缺陷。

[0056] 7、锻件力学性能如表3所示：

[0057] 表3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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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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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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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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