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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的制备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

格环材的制备方法，具体按以下步骤实施：步骤

一、铸锭熔炼：根据牌号选取中间合金和海绵钛

并混料均匀，生产出满足要求的铸锭；步骤二：环

坯锻造：将钛合金铸锭在天然气炉或电阻炉中采

用分段加热的方式加热，即将铸锭加热至800～

850℃条件下保温150～240min后升温至β相变

点以上150～300℃并保温200～480min后出炉，

通过5火次锻造制备出规格为Φ1250～1350/Φ

800～850×1500～2000mm的环坯；步骤三、环材

轧制：将步骤二中制得的环坯在径向‑轴向碾环

机上进行2火次轧制；步骤四、热处理：将步骤三

中得到的环材加热到750～950℃保温60～

150min，之后在空气中自然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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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按以下步骤实施：

步骤一、铸锭熔炼：根据牌号选取中间合金和海绵钛并混料均匀，在真空自耗电弧炉上

通过至少2次熔炼，生产出直径920～1040mm、重8～10吨的钛合金铸锭，以满足外径大于

3000m，高度1500～2000mm的环材使用；

步骤二：环坯锻造：将钛合金铸锭在天然气炉或电阻炉中采用分段加热的方式，即将铸

锭加热至800～850℃条件下保温150～240min后升温至β相变点以上150～300℃并保温200

～480min后出炉，对其进行1火次的开坯锻造，变形量为50％～80％，得到初级锻坯，初级锻

坯在1050～1080℃温度下，进行1火次两镦两拔，变形量为40％～60％；采用模具进行1火次

冲孔和1火次扩孔，冲孔和扩孔变形量达30％～50％，控制终锻温度不低于850℃；之后进行

2火次芯轴拔长，变形量为20％～35％，终锻温度不低于850℃；通过以上5火次锻造制备出

规格为Φ1250～1350/Φ800～850×1500～2000mm的环坯；

步骤二中对拔长工序采用的模具摔子的要求为：开口尺寸L1≥1700mm，工作带有效尺寸

L2＝400～430mm；摔子外形安全系数n＝(1.1～1.5)×B，其中B为环坯的外径尺寸，B范围为

Φ1250～1350mm；并利用锻造压机锤头与锤座是燕尾安装方式，将摔子底部设计成燕尾式，

直接安装在压机的上下锤座上；

步骤三、环材轧制：将步骤二中制得的环坯在径向-轴向碾环机上进行2火次轧制，其具

体方法为：在电阻炉中将环坯加热至β相变点以下30℃～80℃条件下保温60min～150min之

后，迅速升温至β相变点以上10℃～60℃条件下保温60min～150min后进行第一次轧制，轧

制成(Φ1650～1750)/(Φ1350～1450)×H1mm的坯料，其中H1为环材的高度尺寸范围为1500

～2000mm，终轧温度为不小于900℃；再将第一次轧制后的坯料在电阻炉中采用前述分段加

热的方法加热至β相变点以上10℃～60℃、保温120～180min后轧制成规格为(Φ3000～

3500)/(Φ2800～3300)×(1500～2000)mm超大规格环材，终轧温度为不小于900℃，每火次

的变形量控制在30％～50％；

步骤四、热处理：将步骤三中得到的环材加热到750～950℃保温60～150min，之后在空

气中自然冷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一中利用混布料生产线和油压机制备出成分均匀的钛合金电极后进行熔炼，熔炼电流:

28～38kA、熔炼电压28～38V、熔炼室真空度为≤5p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二中冲孔所采用的冲头尺寸为：高度H2≥450mm，锥度α＝3～5°，两平面端倒圆角R＝

(0.5-0.8)×D，其中D为冲头的大头端直径尺寸,D范围为420～48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一中，对钛合金铸锭通过机加去除表面氧化皮，在表面涂刷0.3～0.5mm厚的抗氧化涂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步

骤四中得到的环材，在立式车床上进行机加工，去掉内、外表面及端面的氧化皮和缺陷，并

保证加工后环材表面粗糙度Ra≤3.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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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有色金属新产品制备领域，涉及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的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钛及钛合金因其比强度高、密度小、无磁、耐腐蚀性优异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舰

船和海洋工程等领域。低间隙钛合金是在普通钛合金的基础上经过优选改型发展起来的一

种钛合金，主要特点是通过控制间隙元素的含量以提高合金的断裂韧性和抗疲劳裂纹扩展

能力等损伤容限性能，该合金成型加工、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较好，主要用于制造舰船和深

潜器耐压壳体。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工程用钛需求，亟需中强高韧钛合金Φ3384/Φ3300

×1500～2000mm超大规格环材。目前，我国能够生产的钛合金(Ti-75)环材的规格为Φ

2200/Φ1700×300mm，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钛合金环材。与Ti-75钛合金环材相比，国内

尚未开展中强高韧钛合金环材的研制和生产，而且该需求的环材外径更大、壁厚更薄、高度

更高，因此其加工难度更大。研制该超大规格环材，存在如下技术瓶颈：

[0003] (1)大规格环坯制备技术

[0004] 研制的环材高度达1500～2000mm，环坯单重最大达到8吨以上，为国内首次开展如

此大单重及超高的钛合金环件研制。环坯拔长工艺需使用Φ800mm以上规格芯棒。目前国内

生产钛合金最大锻造机操作机吨位25吨，如果使用模具钢，芯棒总重超过15吨。生产时芯棒

加坯料重量将超过操作机的运载能力，因此只能采用轻质材料或特殊结构芯棒，锻压机操

作机吨位方可满足要求。此外，环坯的扩孔、拔长工艺的实现难度很大，如何控制好环坯的

形状，减少环坯的喇叭口、马蹄形是环坯制备需要研究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0005] (2)超高超大规格环材轧制技术

[0006] 环坯单重最大达到8吨以上，高度达1500～2000mm，轧制时需要较大的轧制力。由

于国内轧环机轧制力约1000吨左右，轧制温度和轧制速度等的选择受到很大制约。如何在

兼顾组织性能的同时，又能成功碾制出形状、尺寸符合要求的环材。

[0007] (3)环材强韧性匹配技术

[0008] 按照环件性能要求，环件不仅有强度、塑性指标要求，而且有抗断裂能力、抗热盐

应力腐蚀断裂能力及抗冲击能力要求。针对该重量及截面都很大的超大规格环材，如何通

过加工工艺和热处理工艺的优化，使环件的强韧性得到较好匹配。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的制备方法，碾制出组织

均匀，性能和尺寸精度满足要求的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

[0010] 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的制备方法，具体按以下步骤实施：

[0011] 步骤一、铸锭熔炼：根据牌号选取中间合金和海绵钛并混料均匀，在真空自耗电弧

炉上通过至少2次熔炼，生产出直径920～1040mm、重8～10吨的钛合金铸锭，以满足外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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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3000m，高度1500～2000mm的环材使用；

[0012] 步骤二：环坯锻造：将钛合金铸锭在天然气炉或电阻炉中采用分段加热的方式，即

将铸锭加热至800～850℃条件下保温150～240min后升温至β相变点以上150～300℃并保

温200～480min后出炉，对其进行1火次的开坯锻造，变形量为50％～80％，得到初级锻坯，

初级锻坯在1050～1080℃温度下，进行1火次两镦两拔，变形量为40％～60％；采用模具进

行1火次冲孔和1火次扩孔，冲孔和扩孔变形量达30％～50％，控制终锻温度不低于850℃；

之后进行2火次芯轴拔长，变形量为20％～35％，终锻温度不低于850℃；通过以上5火次锻

造制备出规格为Φ1250～1350/Φ800～850×1500～2000mm的环坯；

[0013] 步骤二中对拔长工序采用的模具摔子的要求为：开口尺寸L1≥1700mm，工作带有

效尺寸L2＝400～430mm；摔子外形安全系数n＝(1.1～1.5)×B，其中B为环坯的外径尺寸，B

范围为Φ1250～1350mm；并利用锻造压机锤头与锤座是燕尾安装方式，将摔子底部设计成

燕尾式，直接安装在压机的上下锤座上；

[0014] 步骤三、环材轧制：将步骤二中制得的环坯在径向-轴向碾环机上进行2火次轧制，

其具体方法为：在电阻炉中将环坯加热至β相变点以下30℃～80℃条件下保温60min～

150min之后，迅速升温至β相变点以上10℃～60℃条件下保温60min～150min后进行第一次

轧制，轧制成(Φ1650～1750)/(Φ1350～1450)×H1mm的坯料，其中H1为环材的高度尺寸范

围为1500～2000mm，终轧温度为不小于900℃；再将第一次轧制后的坯料在电阻炉中采用前

述分段加热的方法加热至β相变点以上10℃～60℃、保温120～180min后轧制成规格为(Φ

3000～3500)/(Φ2800～3300)×(1500～2000)mm超大规格环材，终轧温度为不小于900℃，

每火次的变形量控制在30％～50％；

[0015] 步骤四、热处理：将步骤三中得到的环材加热到750～950℃保温60～150min，之后

在空气中自然冷却。

[0016] 进一步的，步骤一中利用混布料生产线和油压机制备出成分均匀的钛合金电极后

进行熔炼，熔炼电流:28～38kA、熔炼电压28～38V、熔炼室真空度为≤5pa。

[0017] 进一步的，步骤二中冲孔所采用的冲头尺寸为：高度H2≥450mm，锥度α＝3～5°，两

平面端倒圆角R＝(0.5-0.8)×D，其中D为冲头的大头端直径尺寸,D范围为420～480mm。

[0018] 进一步的，步骤一中，对钛合金铸锭通过机加去除表面氧化皮，在表面涂刷0.3～

0.5mm厚的抗氧化涂层。

[0019] 进一步的，将步骤四中得到的环材，在立式车床上进行机加工，去掉内、外表面及

端面的氧化皮和缺陷，并保证加工后环材表面粗糙度Ra≤3.2μm。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设计专用工模具保证了环坯的制备；在相变点

以上镦拔变形，通过控制轧制温度、火次变形量、轧制速度等，轧制出纵弦向力学性能(拉

伸、冲击和KIC)差异较小、显微组织为均匀网篮组织的中强高韧钛合金大规格环材；通过热

处理制度优化，使其获得强度-塑性-韧性的最佳匹配，满足了海洋工程用钛需求。

附图说明

[0021] 图1实施例1制备的环材的显微组织照片；

[0022] 图2实施例2制备的环材的显微组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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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1.一种中强高韧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的制备方法，具体按以下步骤实施：

[0024] 步骤一、铸锭熔炼：根据牌号选取中间合金和海绵钛并混料均匀，在真空自耗电弧

炉上通过至少2次熔炼，生产出直径920～1040mm、重8～10吨的钛合金铸锭，以满足外径大

于3000m，高度1500～2000mm的环材使用；

[0025] 该步骤中对钛合金铸锭通过机加去除表面氧化皮，在表面涂刷0.3～0.5mm厚的抗

氧化涂层。其中中间合金和海绵钛利用混布料生产线和油压机制备出成分均匀的钛合金电

极后进行熔炼，熔炼电流:28～38kA、熔炼电压28～38V、熔炼室真空度为≤5pa。

[0026] 步骤二：环坯锻造：将钛合金铸锭在天然气炉或电阻炉中采用分段加热的方式，防

止β晶粒长大，即铸锭加热至800～850℃条件下保温150～240min后升温至β相变点以上150

～300℃条件下保温200～480min后出炉，对其进行1火次的开坯锻造，变形量为50％～

80％，得到初级锻坯，初级锻坯在1050～1080℃温度下，进行1火次两镦两拔，变形量为40％

～60％；采用工模具(冲头及芯棒)进行1火次冲孔和1火次扩孔，冲孔和扩孔变形量达30％

～50％，控制终锻温度不低于850℃；之后进行2火次芯轴拔长，变形量为20％～35％，终锻

温度不低于850℃；通过以上5火次锻造制备出规格为(Φ1250～1350)/(Φ800～850)×

(1500～2000mm)(该表达式表示为：外径/内径×高度，之后的表达式均为相同概念)的环

坯；

[0027] 上面步骤中对拔长工序采用的模具摔子的要求为：开口尺寸L1≥1700mm，工作带

有效尺寸L2＝400～430mm；摔子外形安全系数n＝(1.1～1.5)×D，其中B为环坯的外径尺寸

(Φ1250～1350mm)；并利用锻造压机锤头与锤座是燕尾安装方式，将摔子底部设计成燕尾

式，直接安装在压机的上下锤座上。步骤二中冲孔所采用的冲头尺寸为：高度H2≥450mm，锥

度α＝3～5°，两平面端倒圆角R＝(0.5-0.8)×D，其中B为冲头的大头端直径尺寸(D范围为

420～480mm)，可有效解决冲孔坯料直径超大而且超厚，冲孔过程中冲头会在坯料内停留时

间较长，不易脱出，以及冲斜引起的内孔喇叭型、马蹄形或前后壁厚不均等问题；

[0028] 步骤三、环材轧制：将步骤二中制得的环坯在径向-轴向碾环机上进行2火次轧制，

其具体方法为：在电阻炉中将环坯加热至β相变点以下30℃～80℃条件下保温60min～

150min之后，迅速升温至β相变点以上10℃～50℃条件下保温60min～150min后进行第一次

轧制，轧制成(Φ1650～1750)/(Φ1350～1450)×H1mm的坯料，H1为环材的高度，H1范围为

1500～2000mm，终轧温度为不小于900℃；再将第一次轧制后的坯料在电阻炉中采用前述分

段加热的方法加热至β相变点以上10℃～50℃、保温120～180min后轧制成(Φ3000～

3500)/(Φ2800～3300)×(1500～2000mm)超大规格环材，终轧温度为不小于900℃，每火次

的变形量控制在30％～50％；为获得细小的网篮组织，本发明采用分段加热方式，先将坯料

在两相区预热，以缩短在β相区的加热时间，从而避免β晶粒的长大，

[0029] 步骤四、热处理：将步骤三中得到的环材加热到750～950℃保温60～150min，之后

在空气中自然冷却；在不同温度范围内进行热处理，通过分析、测试其显微组织和力学性

能，优选出以上热处理制度。采用该热处理制度，可使中强高韧钛合金大规格环材获得强

度-塑性-韧性的较好匹配。

[0030] 步骤五、机加工：将步骤四中得到的环材，在立式车床上进行机加工，去掉内、外表

面及端面的氧化皮和缺陷，并保证加工后环材表面粗糙度Ra≤3.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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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下面结合两个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2] 实施例1

[0033] 步骤一、铸锭熔炼：采用优选的熔炼工艺参数，在真空自耗电弧炉上3次熔炼出直

径1040mm、重10吨的TC4ELI钛合金铸锭(相变点为976℃)。铸锭经机加表面氧化皮后尺寸为

Φ1020×2700mm，将机加后的铸锭涂刷0.3～0.5mm厚的抗氧化涂层；

[0034] 步骤二：环坯锻造：开坯锻造预热温度为800℃，保温150min后迅速加热至1150℃，

保温时间为240min，变形量为60％。之后采用β锻造方法进行多火次镦拔锻造，具体为：将开

坯后的坯料在1050℃温度下，进行1火次两镦两拔，变形量为40％，采用专用模具进行冲孔、

扩孔、2火次芯轴拔长，制备出规格为(Φ1310～1320)/(Φ800～820)×(1850～1900)mm的

环坯。扩孔采用大变形方式，变形量达30％，控制终锻温度不低于850℃。由于环材高度较

高，芯轴拔长采用小变形方式，控制变形量为20％，终锻温度不低于850℃；

[0035] 步骤三、将步骤2得到的环坯，在电阻炉中加热至940℃，保温60min后迅速加热至

1030℃，保温150mim后进行轧制，轧制成Φ1700/Φ1400×H1坯料，终轧温度为不小于900

℃；再将Φ1700/Φ1400×H1坯料在电阻炉中加热至940℃保温60min后迅速加热至1030℃

保温150min后轧制成Φ3420/Φ3270×1900mm大规格环材，终轧温度为不小于900℃，每火

次的变形量控制在40％；

[0036] 步骤四、热处理：将步骤3制备的环材，在800℃下进行热处理，保温100min，之后在

空气中自然冷却。

[0037] 实施例2

[0038] 步骤一、铸锭熔炼：采用优选的熔炼工艺参数，在真空自耗电弧炉上3次熔炼出直

径1040mm、重10吨的TC4  ELI钛合金铸锭(相变点为974℃)。铸锭经机加表面氧化皮后尺寸

为Φ1020×2700mm，将机加后的铸锭涂刷0.3～0.5mm厚的抗氧化涂层；

[0039] 步骤二、环坯锻造：开坯锻造预热温度为850℃，保温180min后迅速加热至1180℃，

保温时间为300min，变形量为70％。之后采用β锻造方法进行多火次镦拔锻造，具体为：将开

坯后的坯料在1080℃温度下，进行1火次两镦两拔，变形量为60％，采用专用模具进行冲孔、

扩孔、2火次芯轴拔长，制备出规格为(Φ1340～1350)/(Φ840～850)×(1750～1800)mm的

环坯。扩孔采用大变形方式，变形量达40％，控制终锻温度不低于850℃。由于环材高度较

高，芯轴拔长采用小变形方式，控制变形量为30％，终锻温度不低于850℃

[0040] 步骤三、将步骤2得到的环坯，在电阻炉中加热至920℃，保温90min后迅速加热至

1010℃，保温120mim后进行轧制，轧制成Φ1700/Φ1400×H1坯料，终轧温度为不小于900

℃；再将Φ1700/Φ1400×H1坯料在电阻炉中加热至920℃保温90min后迅速加热至1010℃

保温120min后轧制成Φ3420/Φ3270×1800mm大规格环材，终轧温度为不小于900℃，每火

次的变形量控制在30％；

[0041] 步骤四、热处理：将步骤3制备的环材，在900℃下进行热处理，保温80min，之后在

空气中自然冷却。

[0042] 图1～图2为实施例得到的TC4ELI钛合金环材的显微组织，由图可以看出，实施例

得到的TC4  ELI钛合金环材的显微组织均为网篮组织，符合相关技术条件要求。

[0043] 下面给出表1为实施例TC4ELI钛合金环材的力学性能，由表1测试结果表明，制备

的TC4  ELI钛合金环材的室温拉伸、冲击和断裂韧性均满足技术标准要求，说明采用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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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热处理工艺是合适的。采用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可制备出满足百吨级深海空间站用

的TC4  ELI钛合金超大规格环材。

[004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

技术实施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结构变化，均仍属于本发明技

术方案的保护范围内。

[0045] 表1：TC4  ELI钛合金环材的力学性能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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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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