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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产Φ200mm以上大规格

Ti1350合金棒材的锻造方法，该方法经开坯锻

造、中间锻造及成品锻造等步骤，从而获得各向

组织差异小、强度超高、断裂韧性好的β类钛合

金棒材。本发明以单相区镦拔变形为主，并穿插

使用两相区镦拔变形，个别火次使用扁方镦拔变

形方式，能够提高坯料心部的锻透性，获得扭曲

的β晶界组织，解决β晶界连续、平直的问题，并

控制单相区镦拔变形的加热制度和道次变形量，

容易获得细针状α相，能够提高材料的断裂韧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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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产Φ200mm以上大规格Ti1350合金棒材的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具

体步骤：

步骤1、开坯锻造：

将Φ680~780mm规格的铸锭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200~400℃进行三镦三拔变形，道次镦

粗变形量控制在30~45%；

步骤2、中间锻造：

步骤2.1、将步骤1完成的锻坯在β转变温度以上100~300℃进行2~4火次的三镦三拔变

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5%；

步骤2.2、将步骤2.1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50~100℃进行2火次换向两镦两拔

变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

步骤2.3、将步骤2.2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下20~40℃进行2火次的一镦一拔变

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0%；

步骤2.4、将步骤2.3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30~50℃进行2～4火次的两镦两拔

变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

步骤2.5、将步骤2.4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30~50℃进行2～4火次的扁方镦拔

变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进行大小面互换变形拔长，最终拔长为八方坯料；

步骤2.6、将步骤2.5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30~50℃进行2火次的一镦一拔变

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

步骤2.7、将步骤2.6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下20~40℃进行2火次的一镦一拔变

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0%；

步骤2.8、将步骤2.7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30~50℃进行2火次的拔长锻造，单

火次拔长变形量控制在30~40%；

步骤3、成品锻造

将步骤2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下20~40℃进行1火次的拔长整形锻造，单火次变

形量控制在15~20%，变形至合适的规格尺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Φ200mm以上大规格Ti1350合金棒材的锻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2、3中，坯料装炉时，β相转变温度以上加热系数为0.2~0.7，β相转变温度以下

为0.6~0.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Φ200mm以上大规格Ti1350合金棒材的锻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2、3中，坯料每火次加热时，都使用三段的加热方式；锻造完成后，进行空冷处

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Φ200mm以上大规格Ti1350合金棒材的锻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2、3中，在进行镦拔变形前先将铸锭或锻坯加热到800℃，预热2～4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Φ200mm以上大规格Ti1350合金棒材的锻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2.1、2.2、2.4、2.5、2.6中，镦粗速度控制在10~20mm/s；步骤2.3、2.7中，镦粗速

度控制在5~10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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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产Φ200mm以上大规格Ti1350合金棒材的锻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钛合金锻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产各项组织均匀性较好的Φ

200mm以上大规格Ti1350合金棒材的锻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Ti1350钛合金属于强度1300MPa级轻质高强钛合金材料，国内在该钛合金方面的

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无成熟工艺产品可以使用。该合金材料是制作超高强度飞机结构

件的关键材料，其室温抗拉强度能达到≥1350MPa，且具有良好的断裂韧性，能替代飞机结

构的部分高强钢材，对飞机的性能提升存在较大的意义。该合金属于近β类钛合金，存在相

变温度低，变形抗拉大，锻透性差的特点。

[0003] 传统的单相区开坯，两相区直镦直拔变形为主的变形方式在生产此合金时会遇到

以下困难：1、该合金相变温度约840℃，若以两相区镦拔变形为主，会因合金变形抗力大和

锻透性较差难以控制坯料的变形热和各向组织差异性；2、该合金要求的断裂韧性较高，若

以两相区镦拔变形为主，所获得的两相区加工组织较难满足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生产Φ200mm以上大规

格Ti1350合金棒材的锻造方法，该方法能够制备出各向组织差异小、强度超高、断裂韧性好

的β类钛合金棒材。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生产Φ200mm以上大规格Ti1350

合金棒材的锻造方法，包括如下具体步骤：

[0006] 步骤1、开坯锻造：

[0007] 将Φ680~780mm规格的铸锭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200~400℃进行三镦三拔变形，道

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5%；

[0008] 步骤2、中间锻造：

[0009] 步骤2.1、将步骤1完成的锻坯在β转变温度以上100~300℃进行2~4火次的三镦三

拔变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5%；

[0010] 步骤2.2、将步骤2.1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50~100℃进行2火次换向两镦

两拔变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

[0011] 步骤2.3、将步骤2.2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下20~40℃进行2火次的一镦一

拔变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0%；

[0012] 步骤2.4、将步骤2.3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30~50℃进行2～4火次的两镦

两拔变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

[0013] 步骤2.5、将步骤2.4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30~50℃进行2～4火次的扁方

镦拔变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进行大小面互换变形拔长，最终拔长为八方坯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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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步骤2.6、将步骤2.5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30~50℃进行2火次的一镦一

拔变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

[0015] 步骤2.7、将步骤2.6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下20~40℃进行2火次的一镦一

拔变形，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0%；

[0016] 步骤2.8、将步骤2.7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上30~50℃进行2火次的拔长锻

造，单火次拔长变形量控制在30~40%；

[0017] 步骤3、成品锻造

[0018] 将步骤2完成的锻坯在β相转变温度以下20~40℃进行1火次的拔长整形锻造，单火

次变形量控制在15~20%，变形至合适的规格尺寸。

[0019] 步骤1、2、3中，坯料装炉时，β相转变温度以上加热系数为0.2~0.7，β相转变温度以

下为0.6~0.8；坯料每火次加热时，都使用三段的加热方式；锻造完成后，进行空冷处理。

[0020] 步骤1、2中，在没有特别说明时候，都使用四方坯料进行变形。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备的有益效果是：

[0022] （1）、本发明以单相区镦拔变形为主，并穿插使用两相区镦拔变形，个别火次使用

扁方镦拔变形方式，能够提高坯料心部的锻透性，获得扭曲的β晶界组织，解决β晶界连续、

平直的问题，保证了材料的使用性能；

[0023] （2）、本发明通过控制单相区镦拔变形的加热制度和道次变形量，容易获得细针状

α相，能够提高材料的断裂韧性值；

[0024] （3）、本发明通过引入换向镦拔，能够及时调整坯料主变形方向，保证了坯料各向

组织的均匀性。

附图说明

[0025] 四幅附图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生产的Ti1350合金的高倍图，其中图1（1）为200X镜下

的T方向图，图1（2）为500X镜下的T方向图，图1（3）为200X镜下的L方向图，图1（4）为500X镜

下的L方向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现结合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显然，不能因此将本发明限

制在所述的实施例范围之中。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

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下述实施例中

未注明具体条件的方法，按照常规方法和条件，或按照商品说明书选择。

[0027] 实施例一（Φ350㎜规格棒材的锻造过程）

[0028] 步骤1、开坯锻造：

[0029] 采用电炉将Φ680~780mm规格、约2.5吨的铸锭加热到800℃，预热2～4h，缓慢升温

到β相转变温度以上200~400℃，进行5～7h保温后，采用40/45MN快锻机进行三镦三拔变形，

要求镦粗速度控制在10~20mm/s，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5%，最后拔长为四方坯料；

[0030] 步骤2、中间锻造：

[0031] 步骤2.1、将步骤1完成的锻坯加热到800℃，预热2～4h，缓慢升温到β相转变温度

以上100~300℃，进行5～7h保温后，采用40/45MN快锻机进行2火次的三镦三拔变形，镦粗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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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控制在10~20mm/s，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5%，最后拔长为四方坯；

[0032] 步骤2.2、将步骤2.1完成的锻坯加热到800℃，预热2～4h，缓慢升温到β相转变温

度以上50~100℃，进行5～7h保温后，采用40/45MN快锻机进行2火次的换向两镦两拔变形，

镦粗速度控制在10~20mm/s，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最后拔长为四方坯；

[0033] 步骤2.3、将步骤2.2完成的锻坯加热到750℃，预热2～4h，缓慢升温到β相转变温

度以下20~40℃，进行5～7h保温后，采用40/45MN快锻机进行2火次的一镦一拔变形，镦粗速

度控制在5~10mm/s，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0%，最后拔长为八方坯；

[0034] 步骤2.4、将步骤2.3完成的锻坯加热到800℃，预热2～4h，缓慢升温到β相转变温

度以上30~50℃，进行5～7h保温后，采用40/45MN快锻机进行2火次的两镦两拔变形，镦粗速

度控制在10~20mm/s，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最后拔长为500～600×700～900×1100～

1200㎜的方坯；

[0035] 步骤2.5、将步骤2.4完成的锻坯加热到800℃，预热2～4h，缓慢升温到β相转变温

度以上30~50℃，进行5～7h保温后，采用40/45MN快锻机进行4火次的扁方镦拔变形，镦粗速

度控制在10~20mm/s，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最后拔长为八方坯；

[0036] 步骤2.6、将步骤2.5完成的锻坯加热到800℃，预热2～4h，缓慢升温到β相转变温

度以上30~50℃，进行5～7h保温后，采用40/45MN快锻机进行2火次的一镦一拔变形，镦粗速

度控制在10~20mm/s，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40~45%，最后拔长为八方坯；

[0037] 步骤2.7、将步骤2.6完成的锻坯加热到750℃，预热2～4h，缓慢升温到β相转变温

度以下20~40℃，进行5～7h保温后，采用40/45MN快锻机进行2火次的一镦一拔变形，镦粗速

度控制在5~10mm/s，道次镦粗变形量控制在30~40%，最后拔长为四方坯；

[0038] 步骤2.8、将步骤2.7完成的锻坯加热到800℃，预热2～4h，缓慢升温到β相转变温

度以上30~50℃，进行4～7h保温后，采用40/45MN快锻机进行2火次的拔长变形，单火次拔长

变形量控制在30~40%，最后拔长为八方坯；

[0039] 步骤3、成品锻造：

[0040] 将步骤2完成的锻坯加热到750℃，预热1～3h，缓慢升温到β相转变温度以下20~40

℃，进行3～5h保温后，采用40/45MN快锻机，在平砧或摔子上进行1火次拔长整形锻造至约

Φ350㎜规格棒材，单火次拔长变形量控制在15~20%。

[0041] 经上述步骤制得的Ti1350合金Φ350㎜规格棒材，各向组织差异较小、室温拉伸强

度≥1350MPa、断裂韧性≥60，结果见表1、图1（1）、图1（2）、图1（3）、图1（4）。

[0042] 表 ：Ti1350合金Φ350mm规格棒材的性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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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本发明在传统β类钛合金大规格棒材的锻造工艺基础上进行创新，获得的组织各

向差异较小，解决β晶界连续、平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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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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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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