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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

法。本发明通过合理分配各道次冷轧变形量，采

用小变形累积大变形的方式，实现TC4钛合金丝

材的连续冷轧，轧制精度高、速度快，适合大单重

(≥30kg/盘)卷线材的连续加工；冷轧过程配合

适当的热处理，在保证丝材加工性能的基础上，

使材料的金相组织、力学性能达到良好的匹配；

加工过程稳定，生产的丝材机械性能和尺寸精度

一致性好，生产效果及产品质量稳定性较传统的

冷拉拔工艺大幅提高，而且产品的精度、性能及

稳定性完全满足客户需求；轧制丝材前期不需要

多次的热处理及涂覆石墨乳润滑剂，避免了丝材

吸入有害气体；本发明提供的方法成本低，流程

简单，可以实现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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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其特征在于，对TC4钛合金丝材坯料进行下述操作：

(1)大气炉退火；

(2)第一道次冷轧；

(3)第二道次冷轧；大气炉退火；检查缺陷；

(4)第三道次冷轧；

(5)第四道次冷轧；大气炉退火；检查缺陷；

(6)第五道次冷轧；大气炉退火；

(7)校直，裁断，磨光至成品；

其中，所述冷轧总变形量最大为90％，所述冷轧单道次变形量为10-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道次冷轧的变形

率20-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二道次冷轧变形率

15-2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三道次冷轧变形率

18-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其特征在于，第四道次冷轧变形率

13-19％。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五道次冷轧变形率

10-1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进行步骤(1)的操作

之前，先对坯料进行前处理：酸洗、修伤，将坯料表面裂纹、粘坑修磨干净彻底。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退火温度为

750-800℃，保温50-70min；步骤(3)中退火温度为720-780℃，保温50-70min；步骤(5)中退

火温度为700-760℃，保温30-60min；步骤(6)中退火温度为700-750℃，保温50-70min。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其特征在于，冷轧采用4工位纵列式

连续冷轧机，轧制孔型采用圆-多棱-圆的结构设计。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制备的TC4钛合金丝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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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钛合金材料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钛合金具有的良好的耐蚀、比强度、无磁性及高低温性能等特点成为令人瞩目的

高性能新材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军用和民用领域应用都极具活力。

[0003] 在TC4钛合金丝材加工过程中，常用的加工工艺为冷拉拔(室温拉拔)，钛合金在常

温下具有高强度和低塑性，大部分加工过程是通过加热后制造成半成品，铁合金的棒线材

加工一般采用先轧制后拉拔的方法，合金的截面愈大、合金元素含量愈高，设备功率愈小，

需要加热的温度就愈高。在高温时变形，同时形成具有低的机械性能的大晶粒宏观组织和

微观组织。为得到均匀一致的细晶组织，则需在低于相变40-50℃的情况下进行变形，以破

坏铸造粗晶组织。多晶转变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不等粒的组织，降低了制品性能的稳定性。热

变形时温度高，金属氧化严重，制品的表面质量、尺寸精确度及机械强度较冷变形差。这样

的生产方式加工工序繁琐，生产周期长，生产成本大。

[0004] TC4钛合金丝材冷拉拔工艺前期要对丝材的表面处理及拉拔过程中添加润滑剂，

在早期生产中经常采用蚀洗、盐浴等方法来处理坯料，并利用热处理完成时附带的盐分作

为润滑材料进行热拉拔加工。根据退火时间及温度的不同，钛合金在退火后表面会形成一

层氧化皮，在适当的时间和温度范围内会形成一层均匀致密的氧化膜，利用热处理时生成

的氧化膜再加以辅助的拉拔润滑剂进行热拉拔的加工方法已经应用到工业生产过程中。但

是目前冷拉拔之前要进行多模次的热拉，在热处理过程中很容易使棒、丝材吸入“N”、“O”、

“H”有害气体，严重时会达不到国家标准。为了获得好的拉丝润滑效果，在TC4钛合金线材润

滑涂层制备完成后，辅以石墨乳润滑剂增加润滑，但是石墨乳润滑层涂覆要均匀一致，涂层

过厚容易结痴起皮，拉丝时润滑层脱落，失去作用。

[0005] TC4钛合金丝材冷拉拔表皮金属流动大，导致冷拉拔后的丝材组织均匀性不好；冷

拉丝材表层受内层的膨胀力作用，产生圆周向拉应力。拉应力下金属材料在腐蚀气氛下极

易形成应力腐蚀开裂。冷拉拔的变形量较小(约为8％-20％)，冷拉道次多，生产成本大，效

率低。

[0006] TC4钛合金丝材冷拉拔后，强度上升、延伸率下降，发生了明显的加工硬化效应，

TC4钛合金丝材经过多模次的冷拉拔之后，其材料的断后伸长率、断面收缩率(塑性指标)及

屈服强度严重下降，甚至不达标。

[0007] 本发明针对TC4钛合金丝材冷拉存在的以上问题，从坯料准备、孔型设计、轧制速

度、热处理工艺等方面入手，开展研究和试验，形成一种有效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大

幅提高了TC4钛合金丝材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在钛合金丝材加工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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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TC4钛合金丝材大单重、组织均匀、力学性能优良、表面质量优良，而且生产效率高，避免

出现冷拉拔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病。

[0009] 本发明的第一个方面是提供一种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对TC4钛合金丝材坯料

进行下述操作：

[0010] (1)大气炉退火；

[0011] (2)第一道次冷轧；

[0012] (3)第二道次冷轧；大气炉退火；检查缺陷；

[0013] (4)第三道次冷轧；

[0014] (5)第四道次冷轧；大气炉退火；检查缺陷；

[0015] (6)第五道次冷轧；大气炉退火；

[0016] (7)校直，裁断，磨光至成品；

[0017] 其中，所述冷轧总变形量最大为90％，所述冷轧单道次变形量为10-25％。

[0018] 优选地，第一道次冷轧变形率20-25％(例如20％、21％、22％、23％、24％、25％

等)。

[0019] 优选地，第二道次冷轧变形率15-20％(例如15％、16％、17％、18％、19％、20％

等)。

[0020] 优选地，第三道次冷轧变形率18-22％(例如18％、19％、20％、21％、22％等)。

[0021] 优选地，第四道次冷轧变形率13-19％(例如13％、14％、15％、16％、17％、18％、

19％等)。

[0022] 优选地，第五道次冷轧变形率10-18％(例如10％、11％、12％、13％、14％、15％、

16％、17％、18％等)；

[0023] 优选地，在进行步骤(1)的操作之前，先对坯料进行前处理：酸洗、修伤，将坯料表

面裂纹、粘坑修磨干净彻底。

[0024] 优选地，步骤(1)中退火温度为750-800℃，保温50-70min。

[0025] 优选地，步骤(3)中退火温度为720-780℃，保温50-70min。

[0026] 优选地，步骤(5)中退火温度为700-760℃，保温30-60min。

[0027] 优选地，步骤(6)中退火温度为700-750℃，保温50-70min。

[0028] 优选地，冷轧采用4工位纵列式连续冷轧机。

[0029] 优选地，轧制孔型采用圆-多棱-圆的结构设计。

[0030] 本发明的第二个方面是提供本发明第一个方面所述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制

备的TC4钛合金丝材。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2] (1)轧制丝材前期不需要多次的热处理及涂覆石墨乳润滑剂，避免了丝材吸入有

害气体；

[0033] (2)合理分配各道次冷轧变形量，采用小变形累积大变形的方式，实现TC4钛合金

丝材的连续冷轧，轧制精度高、速度快，适合大单重(≥30kg/盘)卷线材的连续加工；

[0034] (3)冷轧过程配合适当的热处理，在保证丝材加工性能的基础上，使材料的金相组

织、力学性能达到良好的匹配；

[0035] (4)加工过程稳定，生产的丝材机械性能和尺寸精度一致性好，生产效果及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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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稳定性较传统的冷拉拔工艺大幅提高，而且产品的精度、性能及稳定性完全满足客户需

求；

[0036] (5)本发明提供的方法成本低，流程简单，可以实现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

[0038] 实施例1：冷轧制备Φ3.0mm  TC4钛合金丝材

[0039] 坯料牌号：TC4，状态：盘丝，规格：Φ9.8mm。冷轧采用4工位纵列式连续冷轧机，轧

制孔型采用圆-多棱-圆的结构设计。

[0040] 酸洗、修伤，将坯料表面裂纹、粘坑修磨干净彻底。

[0041] 大气炉退火，780℃下保温60min。

[0042] 第一道次冷轧，变形率24.6％。

[0043] 第二道次冷轧，变形率18.6％；大气炉退火，750℃下保温60min；检查缺陷。

[0044] 第三道次冷轧，变形率20.1％。

[0045] 第四道次冷轧，变形率17.7％；大气炉退火，730℃下保温45min；检查缺陷。

[0046] 第五道次冷轧，变形率16.5％；大气炉退火720℃下保温60min。

[0047] 调直，磨光3.3→3.0mm成品

[0048] 经采用本实施例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生产的Φ3.0mmTC4钛合金丝材，其力

学性能情况如表1所示。

[0049] 表1冷轧制备Φ3.0mm  TC4钛合金丝材的力学性能：

[0050]

[0051] 对比例1：冷拉制备Φ3.0mm  TC4钛合金丝材

[0052] 坯料牌号：TC4，状态：盘丝，规格：Φ9.8mm。

[0053] 修磨：棒子表面耳子及起皮、折叠卷皮修磨干净。

[0054] 热拉制：Φ9.5→Φ9.4→Φ9.0+/-0.03mm*L

[0055] 无心车：Φ9.0+/-0.03→Φ8.5+/-0.05*L(收盘外径800mm)

[0056] 酸洗、修伤(将裂纹、粘坑修磨干净彻底)。

[0057] 检验：表面无裂纹、粘坑。

[0058] 大气炉热处理：730℃下保温30min。

[0059] 第一模次低温拉制，变形率20.2％，大气炉退火，720℃下保温60min。

[0060] 第二模次低温拉制，变形率18.9％，大气炉退火，720℃下保温60min。

[0061] 第三模次低温拉制，变形率17.3％，大气炉退火，720℃下保温60min。

[0062] 碱洗、酸洗；真空退火，720℃下保温7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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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第四模次低温拉制，变形率15.1％，大气炉退火，720℃下保温60min。

[0064] 调直，磨光3.3→3.0mm成品

[0065] 经采用本对比例的TC4钛合金丝材冷拉方法生产的Φ3.0mmTC4钛合金丝材，其力

学性能情况如表2所示。

[0066] 表2冷拉制备Φ3.0mm  TC4钛合金丝材的力学性能

[0067]

[0068] 比较表1和表2可知，实施例1制得的钛合金丝材在抗拉强度上低于对比例1，在屈

服强度上高于对比例1，而且伸长率和收缩率均远高于对比例1，说明：较传统冷拉方法，采

用本发明的冷轧方法制备的钛合金丝材具有更优良的力学性能，抗拉强度好，塑性匹配好。

[0069] 实施例2：冷轧制备Φ4.0mmTC4钛合金丝材

[0070] 坯料牌号：TC4，状态：盘丝，规格：Φ9.8mm；冷轧采用4工位纵列式连续冷轧机，轧

制孔型采用圆-多棱-圆的结构设计。

[0071] 酸洗、修伤，将坯料表面裂纹、粘坑修磨干净彻底。

[0072] 大气炉退火，780℃下保温60min。

[0073] 第一道次冷轧，变形率25.0％。

[0074] 第二道次冷轧，变形率17.9％；大气炉退火，750℃下保温60min；检查缺陷。

[0075] 第三道次冷轧，变形率21.1％。

[0076] 第四道次冷轧，变形率17.1％。大气炉退火，730℃下保温45min；检查缺陷。

[0077] 第五道次冷轧，变形率17.5％；大气炉退火，720℃下保温60min。

[0078] 调直，磨光4.3→4.0mm成品

[0079] 经采用本实施例的TC4钛合金丝材冷轧方法生产的Φ4.0mmTC4钛合金丝材，其力

学性能情况如表3所示。

[0080] 表3冷轧制备Φ4.0mmTC4钛合金丝材的力学性能

[0081]

[0082] 对比例2：冷拉制备Φ4.0mm钛合金丝材

[0083] 坯料牌号：TC4，状态：盘丝，规格：Φ9.8mm。

[0084] 修磨：棒子表面耳子及起皮、折叠卷皮修磨干净。

[0085] 热拉制：Φ9.5→Φ9.4→Φ9.0+/-0.03m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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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无心车：Φ9.0+/-0.03→Φ8.5+/-0.05*L(收盘外径800mm)

[0087] 酸洗、修伤(将裂纹、粘坑修磨干净彻底)。

[0088] 检验：表面无裂纹、粘坑

[0089] 热处理：730℃下保温30min(大气炉)。

[0090] 第一模次低温拉制，变形率21.1％，大气炉退火，720℃下保温60min。

[0091] 第二模次低温拉制，变形率18.2％，大气炉退火，720℃下保温60min。

[0092] 第三模次低温拉制，变形率16.9％，大气炉退火，720℃下保温60min。

[0093] 碱洗、酸洗；真空退火，720℃下保温70min。

[0094] 第四模次低温拉制，变形率14.6％，大气炉退火，720℃下保温60min。

[0095] 调直，磨光4.3→4.0mm成品

[0096] 经采用本对比例的TC4钛合金丝材冷拉方法生产的Φ4.0mmTC4钛合金丝材，其力

学性能情况如表4所示。

[0097] 表4冷拉制备Φ4.0mm  TC4钛合金丝材的力学性能

[0098]

[0099] 比较表3和表4可知，实施例2制得的钛合金丝材在抗拉强度上低于对比例2，在屈

服强度上高于对比例2，而且伸长率和收缩率均远高于对比例2，说明：较传统冷拉方法，采

用本发明的冷轧方法制备的钛合金丝材具有更优良的力学性能，抗拉强度好，塑性匹配好。

[0100]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详细描述，但其只是作为范例，本发明并不限

制于以上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任何对本发明进行的等同修改和

替代也都在本发明的范畴之中。因此，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下所作的均等变换和

修改，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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