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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熔模铸造技术，具体为一种单晶

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该评定

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1)设计具有不同厚度变

截面的模具，将陶瓷材料与蜡进行组合，并制成

相应的模壳；(2)在定向凝固炉中制成多种合金

的单晶铸件；(3)将单晶铸件在一定温度下进行

真空热处理；(4)分析铸件中各横截面中再结晶

形成比例，定量评价单晶合金的再结晶形成能

力。再结晶形成的壁厚越薄，且再结晶所占比例

越大，表明合金的再结晶形成倾向性越强。从而，

在不改变凝固条件以及不使用模拟技术的前提

下，可以定量表征不同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的形

成能力。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9648065 B

2020.08.21

CN
 1
09
64
80
65
 B



1.一种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相变动力学的

经典理论，合金凝固过程中金属材料与陶瓷材料热膨胀系数的差异，在单晶合金中预施加

内应力，单晶合金受凝固收缩应力，凝固收缩应力由陶瓷材料与合金线膨胀系数差异而形

成，采用形成不同壁厚单晶高温合金铸件的模具，通过壁厚的变化调整单晶合金所受应力

的大小；借助热处理形成再结晶，通过观察热处理后空心单晶试棒再结晶出现的壁厚和横

截面中再结晶所占比例大小，评定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具体步骤如下：

（1）模具设计

模具为环形空心结构，模具具有不同的壁厚和恒定高度，沿自下而上的定向凝固方向，

其截面壁厚由2mm沿阶梯形逐渐缩减到0.1mm，而后再沿阶梯形逐渐增加至2mm，每段台阶的

高度均为10~30mm，壁厚缩减的阶梯形台阶数与壁厚增加的阶梯形台阶数相同；模具空心处

用于放置氧化硅基或氧化铝基陶瓷型芯；

（2）蜡膜模组制备

使用模具将氧化硅基或氧化铝基陶瓷型芯材料与石蜡一同压制蜡模，将蜡模按辐射状

沿圆周摆放方式与浇注系统粘结装配成蜡膜模组；

（3）陶瓷模壳制备

采用传统制作陶瓷模壳的工艺制备模壳，然后将模壳放入马弗炉中加热到800~1000

℃，保温1~5小时后，获得合格的陶瓷模壳；

（4）合金浇注

在相同的凝固条件下，浇注不同的单晶高温合金，制备出不同壁厚的单晶高温合金铸

件；

（5）合金真空热处理

在相同的热处理条件下，对浇注完不同材料的单晶高温合金进行真空热处理，使单晶

高温合金在热处理过程中形成再结晶；

（6）再结晶观察

将单晶铸件和进行宏观腐蚀和横截面观察，观察再结晶出现的壁厚和截面中再结晶所

占比例；通过对比不同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出现的壁厚和相同壁厚时再结晶所占比例，定

量分析热处理过程中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再

结晶形成的壁厚越薄，且再结晶所占比例越大，表明合金的再结晶形成倾向性越强。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每

个模具具有不同的壁厚和恒定的高度：变截面壁厚0.1~2mm，高度为10~30mm。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每

个模具具有不同的外径和固定的内径：外径为14.5~16mm，内径为14mm。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壁

厚缩减的阶梯形台阶数与壁厚增加的阶梯形台阶数均为1~5阶。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定

向凝固所制备的单晶高温合金中心为氧化硅基陶瓷型芯或氧化铝。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其特征在于，被

评价材料为镍基单晶高温合金，用于评价壁厚对杂晶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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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熔模铸造技术，具体为一种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温合金具有较高的高温强度、优良的抗高温氧化和抗热腐蚀性能、优异的蠕变

与疲劳抗力、良好的长期组织稳定性，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能源、核工业、石化等领域，是

国防武器装备和国民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关键结构材料。单晶高温合金克服高温条件下晶

界黏滞、晶粒相对滑移的缺陷，提高合金高温使用寿命，已经获得广泛应用。单晶高温合金

及其部件的制备需要经过铸造、脱壳、吹砂、打磨、机加、热处理、检测等复杂工序，在诸多复

杂工序中，很难避免表面或局部变形，在随后的热处理过程中易产生再结晶。再结晶作为一

种缺陷组织，重新引入横向晶界，破坏单晶高温合金叶片的组织完整性，显著降低合金的高

温拉伸、持久及疲劳性能，成为叶片服役过程中的重大隐患。单晶高温合金的再结晶已经成

为影响单晶高温合金制备的一个常见难题，因而在单晶高温合金研发时，或在部件选材时

对单晶高温合金的再结晶倾向性进行评价，有利于提高成品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解决单

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难以评价的问题，采用该方法可有利于为单晶高温合金材料

的选择提供依据，并指导生产，降低单晶部件研发成本和研制周期。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根据相变动力学的经典理论，

合金凝固过程中金属材料与陶瓷材料热膨胀系数的差异，在单晶合金中预施加内应力，单

晶合金受凝固收缩应力，凝固收缩应力由陶瓷材料与合金线膨胀系数差异而形成，采用形

成不同壁厚单晶高温合金铸件的模具，通过壁厚的变化调整单晶合金所受应力的大小；借

助热处理形成再结晶，通过观察热处理后空心单晶试棒再结晶出现的壁厚和横截面中再结

晶所占比例大小，评定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

[0006] 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再结晶形成的壁厚越薄，且

再结晶所占比例越大，表明合金的再结晶形成倾向性越强。

[0007] 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每个模具具有不同的壁厚和

恒定的高度：变截面壁厚0.1～2mm，高度为10～30mm。

[0008] 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每个模具具有不同的外径和

固定的内径：外径为14.5～16mm，内径为14mm。

[0009] 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沿自下而上的定向凝固方

向，模具的截面壁厚由2mm沿阶梯形逐渐缩减到0.1mm，而后再沿阶梯形逐渐增加至2mm；其

中，壁厚缩减的阶梯形台阶数与壁厚增加的阶梯形台阶数相同，均为1～5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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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定向凝固所制备的单晶高温

合金中心为氧化硅基陶瓷型芯或氧化铝。

[0011] 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被评价材料为镍基单晶高温

合金，用于评价壁厚对杂晶形成的影响。

[0012] 所述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13] (1)模具设计

[0014] 模具为环形空心结构，模具具有不同的壁厚和恒定高度，沿自下而上的定向凝固

方向，其截面壁厚由2mm沿阶梯形逐渐缩减到0.1mm，而后再沿阶梯形逐渐增加至2mm，每段

台阶的高度均为10～30mm，壁厚缩减的阶梯形台阶数与壁厚增加的阶梯形台阶数相同；模

具空心处用于放置氧化硅基或氧化铝基陶瓷型芯；

[0015] (2)蜡膜模组制备

[0016] 使用模具将氧化硅基或氧化铝基陶瓷型芯材料与石蜡一同压制蜡模，将蜡模按辐

射状沿圆周摆放方式与浇注系统粘结装配成蜡膜模组；

[0017] (3)陶瓷模壳制备

[0018] 采用传统制作陶瓷模壳的工艺制备模壳，然后将模壳放入马弗炉中加热到800～

1000℃，保温1～5小时后，获得合格的陶瓷模壳；

[0019] (4)合金浇注

[0020] 在相同的凝固条件下，浇注不同的单晶高温合金，制备出不同壁厚的单晶高温合

金铸件；

[0021] (5)合金真空热处理

[0022] 在相同的热处理条件下，对浇注完不同材料的单晶高温合金进行真空热处理，使

单晶高温合金在热处理过程中形成再结晶；

[0023] (6)再结晶观察

[0024] 将单晶铸件和进行宏观腐蚀和横截面观察，观察再结晶出现的壁厚和截面中再结

晶所占比例；通过对比不同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出现的壁厚和相同壁厚时再结晶所占比

例，定量分析热处理过程中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

[0025] 本发明的设计思想是：

[0026] 本发明方法基于合金凝固过程中金属材料与陶瓷材料热膨胀系数的差异，在单晶

合金中预施加内应力，在不改变凝固条件和模拟技术的前提下，可以定量表征不同成分单

晶高温合金的再结晶形成能力。因此，本发明最大的特点是可定量评定不同成分单晶高温

合金再结晶形成的倾向性。

[0027]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是：

[0028] 1、本发明根据陶瓷材料与金属材料线膨胀系数差异导致单晶高温合金凝固过程

中形成应力，设计具有不同壁厚模具，通过壁厚的变化调整单晶合金所受应力的大小，评价

再结晶形成倾向性，该方法的评价结果可以作为合金选择和研发的依据。

[0029] 2、本发明单晶试棒具有不同的壁厚，可研究壁厚对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影响，当

在不同定向凝固条件下制备单晶样品时，还可研究凝固工艺对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影响，

有利于指导单晶构件生产工艺。

[0030] 3、本发明操作简单，设计合理，可操作性强，可显著降低单晶高温合金部件研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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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成本，且该方法成本低，利于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31] 图1单晶高温合金高再结晶评价结构示意图。图中，1陶瓷型芯；2不同壁厚单晶。

[0032] 图2单晶高温合金高再结晶宏观形貌。

[0033] 图3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微观组织。

[0034] 图4各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倾向性直方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合金凝固过程中金属材料与陶瓷材料热膨胀系数的差

异，在单晶合金中预施加内应力。本发明设计一种具有不同壁厚的模具，通过观察热处理后

空心单晶试棒横截面中再结晶所占比例大小，评定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

[0036] 本发明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的评定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37] 1.模具设计

[0038] 如图1所示，模具为环形空心结构，模具具有不同的壁厚和恒定高度，沿自下而上

的定向凝固方向，其截面壁厚由2mm沿阶梯形逐渐缩减到0.1mm，而后再沿阶梯形逐渐增加

至2mm，每段台阶的高度均为15mm，壁厚缩减的阶梯形台阶数与壁厚增加的阶梯形台阶数相

同，均为两阶。模具空心处用于放置氧化硅基或氧化铝基等陶瓷型芯1。该模具可以制备出

具有不同壁厚单晶2的单晶高温合金铸件，用于评价壁厚对再结晶形成的影响。

[0039] 2.蜡膜模组制备

[0040] 使用模具将氧化硅基或氧化铝基等陶瓷型芯材料与石蜡一同压制蜡模，将蜡模按

辐射状沿圆周摆放方式与浇注系统粘结装配成蜡膜模组。

[0041] 3.陶瓷模壳制备

[0042] 采用传统制作陶瓷模壳的工艺制备模壳，然后将模壳放入马弗炉中加热到800～

1000℃，保温1～5小时后，获得合格的陶瓷模壳。

[0043] 4.合金浇注

[0044] 在相同的凝固条件下，浇注不同的单晶高温合金，制备出不同壁厚的单晶高温合

金铸件。

[0045] 5.合金真空热处理

[0046] 在相同的热处理条件下，对浇注完不同材料的单晶高温合金进行真空热处理，使

单晶高温合金在热处理过程中形成再结晶。

[0047] 6.再结晶观察

[0048] 将单晶铸件和进行宏观腐蚀和横截面观察，观察再结晶出现的壁厚和截面中再结

晶所占比例。通过对比不同单晶高温合金再结晶出现的壁厚和相同壁厚时再结晶所占比例

定量分析热处理过程中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

[0049] 实施例

[0050] 本实施例中，按照所设计铸造单晶高温合金，其宏观形貌如2所示，该单晶试棒中

部为氧化硅基陶瓷型芯或氧化铝等陶瓷材料，沿自下而上的凝固方向，截面壁厚由2mm逐渐

缩减到0.1mm，而后再逐渐增加至2mm，每段台阶的高度均为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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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以DD407、DD499、DD5、DD91镍基单晶高温合金为例，评价壁厚对再结晶形成能力的

影响。

[0052] 单晶空心铸件在上、下区温度为1500℃，拉速为5mm/min工艺参数条件下制备的空

心铸件，单晶铸件在1280℃/2h进行高温真空热处理，以便在凝固过程中所形成的应力在高

温条件下得到释放，促使单晶形成再结晶组织，从而对再结晶形成倾向性进行评价。

[0053] 如图2所示，经定高温真空热处理后宏观腐蚀的形貌，可以看到，在0.5mm的壁厚

时，很容易观察到再结晶组织，而随着壁厚的增加，单晶铸件中很难观察到的再结晶，当壁

厚增加2mm时，单晶外侧已经很难观察到再结晶。如图3所示，单晶铸件横截面组织。当壁厚

较薄时，合金形成完全再结晶组织，随着壁厚的增加，该横截面中再结晶的组织所占的比例

逐渐降低，实施例中各合金的再结晶形成倾向性对比见图4。

[0054] 本发明工作过程及结果如下：

[0055] 本发明通过设计具有不同壁厚的空心的模具，并按照该模具制备多种合金的单晶

铸件。通过真空热处理，分析铸件和再结晶形成的壁厚定量评价合金的再结晶形成能力，再

结晶形成的最壁厚越薄，表明合金的杂晶形成倾向性越强。从而，可以定量评定不同单晶高

温合金的再结晶形成能力，为实际生产中选择再结晶形成倾向性较弱的单晶高温合金提供

依据，同时该方法还有利于单晶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发及单晶零部件制备过程中凝固工艺优

化，降低生产成本。

[0056] 实施例结果表明，本发明具有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廉等特点，可以解决单晶高温

合金再结晶形成倾向性难以评价的问题，定量评定定向凝固过程中不同单晶高温合金的再

结晶形成能力，从而有利于单晶高温合金材料研发，并为实际生产中优化凝固工艺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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