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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低强度、易成型焊管用TA2冷轧钛带的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原材料准备、冷轧、脱

脂、连续退火、酸洗、平整、脱脂取样后获得焊管

用TA2冷轧钛带成品。本专利通过[O]当表征原材

料强化杂质元素整体含量，并给出了适宜范围，

在配料过程中进行控制，同时结合后续冷轧、退

火及平整工艺措施，实现控制焊管用TA2冷轧钛

带横向屈服强度处于260~350MPa较低水平，有效

降低了焊管成型抗力，进而减少钛带与焊管成型

辊模具间摩擦力，并通过提高钛带表面硬度和粗

糙度，降低了钛带与成型辊模具的粘附性，从而

大幅提高焊管成型辊使用寿命，且解决了钛焊管

表面成型磨痕缺陷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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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强度、易成型焊管用TA2冷轧钛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原材料准备：取主料海绵钛和配料二氧化钛并压制成电极，定义配料的Fe、C、

N、O杂质元素含量质量百分比分别为[Fe]%、[C]%、[N]%、[O]%，定义[O]当用于表征配料杂质

元素整体含量，则配料杂质元素成分满足以下条件：

[O]当=[O]%+0.5*[Fe]%+0.7*[C]%+2.5*[N]%=0.10~0.20%，

然后将所压制的电极依次经熔炼、锻造、热轧、冷轧、退火工序，获得厚度为0.6~2.5mm

退火态TA2冷轧钛带坯料；

步骤二，冷轧：取步骤一中制备得到的钛带坯料，使用冷轧机组对TA2钛带坯料进行冷

轧，控制冷轧变形量为40~80%，将TA2钛带坯料冷轧至0.3~1.0mm，得到半成品钛带，备用；

步骤三，脱脂：取步骤二中的半成品钛带使用脱脂机组对其进行连续清洗和烘干，制备

得到表面无油污、干燥、清洁的冷轧钛带卷，备用；

步骤四，连续退火：采用氩气保护的连续退火线对步骤三中的冷轧钛带卷进行开平处

理,对开平处理后的冷轧钛带卷进行连续退火 处理，退火温度600~750摄氏度，退火保温时

间1~5min；

步骤五，酸洗：采用混合酸液对步骤四中经连续退火处理后钛带进行酸洗，并烘干；

步骤六，平整：采用平整机对步骤五处理后的钛带进行平整轧制，先对平整机轧辊进行

激光毛化处理，轧辊毛化后粗糙度为0.5~4μm，然后进行平整轧制，控制平整轧制压下量为

0.5~2%；

步骤七，脱脂取样：取步骤六处理后的钛带重复步骤三中的脱脂方法进行脱脂处理，获

得焊管用TA2冷轧钛带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强度、易成型焊管用TA2冷轧钛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混合酸液为氢氟酸、硝酸、水的混合物，其中氢氟酸质量浓度为1.5~3%，硝酸质

量浓度为12~20%，剩余为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强度、易成型焊管用TA2冷轧钛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步骤三半成品钛带脱脂速度为5~10m/分钟，脱脂液温度40~65摄氏度，烘干箱

温度40~60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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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强度、易成型焊管用TA2冷轧钛带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钛材加工技术，尤其是涉及一种低强度、易成型焊管用TA2冷轧钛

带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钛材具有比强度高、耐腐蚀等优点。与无缝纯钛管相比，焊管可生产0.3~1.0mm薄

壁管材，生产效率及成材率高、成本低，生产长度不受限制，可批量化稳定生产，且换热效率

高，节省设备钛材投资，在电力、海水淡化、化工等民用行业应用广泛。TA2冷轧钛带是使用

TA2板坯，经热轧、冷轧、退火、精整等工序加工后制备而成，通常所使用TA2板坯是按照GB/T 

3620.1《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元素范围进行配料及熔炼制备，即强化杂质元素重量

百分比控制范围为Fe≤0.30%、C≤0.08%、N≤0.03%、O≤0.25%，且随着杂质元素含量提高，

冷轧钛带强度提高，一般制备的TA2冷轧钛带横向屈服强度范围为260~450MPa。

[0003] TA2焊管是使用TA2冷轧钛带，通过多组成型辊模具，逐步横向冷弯变形后焊接而

成。但由于钛带回弹性大，成型抗力大，尤其当钛带横向屈服强度在350~450MPa较高范围值

时，成型尤其困难，钛带与成型辊模具间摩擦力大，且纯钛粘附性强，经常会出现表面磨痕

缺陷，导致焊管表面质量不良甚至报废，较大成型抗力、摩擦力及钛带粘附模具，使得成型

辊模具每次修磨后使用寿命较低，需频繁换辊修辊，且导致焊管产线生产速度降低，对焊管

品质及生产效率产生较大影响，成为钛焊管生产企业面临主要瓶颈，需进行改善。

[0004] 专利CN  104032247  B公开了一种冷凝器焊管用精密冷轧钛带的生产方法，包含采

用冷轧纯钛卷材，经半成品轧制、脱脂清洗、真空退火处理和拉平矫直等步骤而制成，获得

表面粗糙度为0.15~0.30μm冷轧钛带；专利CN  102310314  B公开了一种钛及钛合金带卷加

工方法，包括采用步骤为“原料-加热-轧制-退火-抛丸处理-修磨-酸洗-冷轧-脱脂-真空退

火-拉矫或平整-切边-产品”方法制备冷轧钛带卷。上述两项专利尽管提供了TA2冷轧钛带

制备基本工艺，但仍存在钛带横向屈服强度高、表面粗糙度小、焊管成型抗力大问题，导致

生产的钛焊管表面易产生磨痕缺陷，且成型辊模具使用寿命短，焊管生产线生产速度低，因

此用于制备TA2焊管工业化批量生产使用效果不理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解决因为钛带横向屈服强度高、表面粗糙度小、焊管成型抗力

大，导致生产的钛焊管表面易产生磨痕缺陷，且成型辊模具使用寿命短，焊管生产线生产速

度低的问题，提供一种低强度、易成型焊管用TA2冷轧钛带的制备方法，通过对坯料杂质元

素含量进行控制，并对钛带制备工艺进行优化，实现了钛带低屈服强度、高表面硬度及粗糙

度控制，有效降低了钛带焊管成型抗力，大幅延长了焊管成型辊模具使用寿命，解决了钛焊

管表面成型磨痕缺陷质量问题，并提高了焊管产线生产速度。采用本发明专利方法，可获得

非常适宜焊管成型的TA2冷轧钛带，使用其生产钛焊管，具有生产效率高、外观质量好优点。

[0006]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不足，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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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低强度、易成型焊管用TA2冷轧钛带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一、原材料准备：取主料海绵钛和配料二氧化钛并压制成电极，定义配料的

Fe、C、N、O杂质元素含量质量百分比分别为[Fe]%、[C]%、[N]%、[O]%，定义[O]当用于表征配料

杂质元素整体含量，则配料杂质元素成分满足以下条件：

[0009] [O]当=[O]%+0.5*[Fe]%+0.7*[C]%+2.5*[N]%=0.10~0.20%，

[0010] 然后将所压制的电极依次经熔炼、锻造、热轧、冷轧、退火工序，获得厚度为0.6~
2.5mm退火态TA2冷轧钛带坯料；

[0011] 步骤二，冷轧：取步骤一中制备得到的钛带坯料，使用冷轧机组对TA2钛带坯料进

行冷轧，控制冷轧变形量为40~80%，将TA2钛带坯料冷轧至0.3~1.0mm，得到半成品钛带，备

用；

[0012] 步骤三，脱脂：取步骤二中的半成品钛带使用脱脂机组对其进行连续清洗和烘干，

制备得到表面无油污、干燥、清洁的冷轧钛带卷，备用；

[0013] 步骤四，连续退火：采用氩气保护的连续退火线对步骤三中的冷轧钛带卷进行开

平处理,对开平处理后的冷轧钛带卷进行连线退火处理，采用连续退火的方式可以对钛带

进行开平处理以便于实现单层直接连续加热，改变了传统钛卷罩式退火中对整体直接加热

及冷却效率低的问题，退火温度600~750摄氏度，退火保温时间1~5min；

[0014] 步骤五，酸洗：采用混合酸液对步骤四中经连续退火处理后钛带进行酸洗，并烘

干；

[0015] 步骤六，平整：采用平整机对步骤五处理后的钛带进行平整轧制，控制平整机轧辊

预先进行激光毛化处理，轧辊毛化后粗糙度为0.5~4μm，平整轧制压下量为0.5~2%，平整机

轧辊毛化处理后，对钛带进行平整处理，在钛带表面转印形成毛化面以提高粗糙度，一般钛

带表面粗糙度为毛化辊粗糙度的20~50%。平整处理也用于提高钛带卷表面硬度；

[0016] 步骤七，脱脂取样：取步骤六处理后的钛带重复步骤三中的脱脂方法进行脱脂处

理，获得焊管用TA2冷轧钛带成品。

[0017] 所述的混合酸液为氢氟酸、硝酸、水的混合物，其中氢氟酸质量浓度为1.5~3%，硝

酸质量浓度为12~20%，剩余为水。

[0018] 所述的步骤三半成品钛带脱脂速度为5~10m/分钟，脱脂液温度40~65摄氏度，烘干

箱温度40~60摄氏度。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  本专利通过[O]当表征原材料强化杂质元素整体含量，并给出了适宜范围，在配

料过程中进行控制，同时结合后续冷轧、退火及平整工艺措施，实现控制焊管用TA2冷轧钛

带横向屈服强度处于260~350MPa较低水平，有效降低了焊管成型抗力，进而减少钛带与焊

管成型辊模具间摩擦力，从而大幅提高焊管成型辊使用寿命。

[0021] 2、  通过使用激光毛化辊小压下量平整轧制，表面硬度及粗糙度同时获得提升，表

面硬度达到160HV0.5以上，粗糙度达到0.3~1.0μm，显著降低了钛带与成型辊模具粘附性，

有效解决了钛焊管表面成型磨痕缺陷质量问题。

[0022] 3、使用本专利技术制备的TA2冷轧钛带生产焊管，更易成型，不易出现表面磨痕缺

陷，对焊管线主操调试技能，以及模具设计制造能力要求降低，具有良好生产适应性，降低

了焊管生产难度，品质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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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4、  使用本专利技术制备的焊管钛带生产焊管，产线生产速度高，成型辊模具寿命

长，品质稳定，废品率低，因此具有外观质量好、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0025] 实施例1：使用海绵钛及TiO2进行配料，配料后O、Fe、C、N杂质元素含量质量百分比

分别为0.125%、0.018%、0.017%、0.01%，[O]当=[O]%+0 .5*[Fe]%+  0 .7*[C]%+2 .5*[N]%=

0.125%+0.5*0.018%+0.7*  0.017%+2.5*0.01%=0.1709%，并经过熔炼、锻造、热轧、冷轧、退

火等工序，获得厚度为1.0mm退火态TA2纯钛冷轧钛带坯料；使用冷轧机组对钛带坯料进行

冷轧，冷轧至0.404mm目标厚度，冷轧变形量59.6%；使用脱脂机组对冷轧钛带进行清洗、烘

干；采用氩气保护连续退火线对冷轧钛带进行开平退火，退火温度720摄氏度，保温时间

4min；采用“氢氟酸+硝酸+水”混合酸液对连续退火后冷轧钛带进行酸洗，并烘干；然后采用

粗糙度为2.0μm激光毛化辊对钛带进行平整轧制，平整压下量0.8%，平整后脱脂取样，获得

的TA2冷轧钛带卷性能及表面粗糙度见表1。

[0026] 对比例1：采用O、Fe、C、N杂质元素含量质量百分比分别为0.13%、0.08%、0.017%、

0.015%，[O]当=0.2194%的配料原材料进行0.4mm冷轧钛带制备，成品退火后未进行激光毛化

辊平整轧制，获得的钛带卷性能及表面粗糙度见表1。

[0027] 通过表1可见，实施例1采用本专利技术获得了适宜焊管成型的0.4mm厚度规格TA2

冷轧钛带，钛带强度控制在350MPa以下，同时通过激光毛化辊平整轧制，显著提高了钛带表

面硬度及粗糙度。对比例1，采用成分超出本专利成分范围钛带坯料制备钛带，且未进行毛

化辊平整轧制处理，得到的钛带横向屈服强度高、表面硬度低、表面粗糙度小。与对比例1相

比，实施例1获得的钛带横向屈服低、表面硬度高、粗糙度大，有效降低了焊管成型抗力，并

提高了表面耐磨性，未出现成型磨痕缺陷，且焊管成型辊模具每次修磨后使用寿命由35万

米提高至80万米，同时焊管更易成型，产线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优势显著。

[0028] 表1 实施例1及对比例1冷轧钛带焊管生产使用效果对比表

[0029]

[0030] 实施例2：使用海绵钛及TiO2进行配料，配料后O、Fe、C、N杂质元素含量质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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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0.085%、0.031%、0.012%、0.006%，  [O]当=[O]%+0.5*[Fe]%  +0.7*[C]%+2.5*[N]%=

0.085%+0.5*0.031%+0.7*0.012%+2.5*0.006%=0.1239%，并经过熔炼、锻造、热轧、冷轧、退

火等工序，获得厚度为2.0mm退火态TA2纯钛冷轧钛带坯料；使用冷轧机组对钛带坯料进行

冷轧，冷轧至0.709  mm目标厚度，冷轧变形量64.6%；使用脱脂机组对冷轧钛带进行清洗、烘

干；采用氩气保护连续退火线对冷轧钛带进行开平退火，退火温度680摄氏度，保温时间

3min；采用“氢氟酸+硝酸+水”混合酸液对连续退火后冷轧钛带进行酸洗，并烘干；然后采用

粗糙度为2.5μm激光毛化辊对钛带进行平整轧制，平整压下量1.2%，平整后脱脂取样，获得

的TA2冷轧钛带卷性能及表面粗糙度见表2。

[0031] 对比例2：使用与实施例2相同成分配料原材料及加工工艺制备焊管用TA2冷轧钛

带，但成品未进行激光毛化辊平整轧制，获得的钛带性能及表面粗糙度见表2。

[0032] 通过表2可见，实施例2采用本专利技术获得了适宜焊管成型的0.7mm厚度规格TA2

冷轧钛带，钛带强度控制在350MPa以下，同时通过激光毛化辊平整轧制，显著提高了表面硬

度及粗糙度。对比例2制备的相同规格冷轧钛带，未进行成品毛化辊平整轧制，尽管横向屈

服强度也较低，但表面硬度低、粗糙度小，表面耐磨性差，在生产焊管过程中，钛带与成型辊

模具粘附性强，易出现焊管表面成型磨痕缺陷，并导致生产过程中需频繁修辊，焊管成型辊

模具使用寿命低。与对比例2相比，实施例2解决了上述问题，使用实施例2制备的TA2冷轧钛

带生产焊管，表面无成型磨痕缺陷，降低了钛带与成型辊模具的粘附性，延长了焊管成型辊

模具使用寿命，焊管成型辊模具每次修磨后使用寿命由40万米提高至75万米，且生产过程

中质量异常小、生产效率高，优势显著。

[0033] 表2 实施例2及对比例2冷轧钛带焊管生产使用效果对比表

[0034]

[0035] 本发明所列举的技术方案和实施方式并非是限制，与本发明所列举的技术方案和

实施方式等同或者效果相同方案都在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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