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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

晶棒材的方法属于高温合金热加工技术领域。本

发明包括如下步骤：铸锭加工；铸锭镦粗；中间坯

包套；热挤压；挤压棒材加工。本发明提出了通过

镦粗+挤压以增大开坯变形量及优化变形量分配

的制坯方法，可用于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

均匀细晶棒材，满足难变形镍基高温合金涡轮盘

锻件的研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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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制备方法是：

(1)铸锭加工

将双联或三联熔炼并经均匀化处理的铸锭截为圆柱状锭坯；

(2)锭坯加热

将锭坯入炉，使其最后升温至γ’全熔温度以下20℃～100℃，对其的保温时间应能使

锭坯热透；

(3)锭坯镦粗

将锭坯从加热炉转运到锻造压机，操作锻造压机，使锭坯发生镦粗变形，得到中间坯；

(4)中间坯包套

设计并加工钢质包套，钢质包套包括筒状结构和能够盖住筒状结构开口的堵头，在中

间坯外圆最大鼓肚处车出直边，中间坯能够置入钢质包套的筒状结构内部，且中间坯的鼓

肚直边与钢质包套筒状结构内壁间隙配合；将堵头盖合筒状结构开口，并将堵头与筒状结

构固定连接为一个整体，形成挤压坯；

(5)挤压坯加热

将挤压坯入炉，使其最后升温至γ’全熔温度以下20℃～100℃，且对其的保温时间能

使挤压坯热透；

(6)热挤压

挤压坯出炉后，在挤压模与挤压锭坯之间放置专用玻璃垫；操作挤压机的挤压筒和挤

压杆对挤压锭坯进行挤压，得到挤压棒材；挤压筒内径与中间坯包套的外径间隙配合；

(7)棒材机加工

去除挤压棒材头、尾钢质堵头与外圆周包裹的钢质包套。

2.如权利要求l所述的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截得的圆柱锭坯的高径比为1.5～3.0，端面倒圆角R5～R100。

3.如权利要求l所述的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锭坯在600℃以下入炉，升至最高温度前每隔200℃～300℃设置一个保温台阶，

各温度保温时间按0.4min/mm～3.0min/mm计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2)之前还包括镦粗前准备的步骤，即将锭坯全表面吹砂，并刷涂厚度0.5mm～3mm的

玻璃润滑剂并自然晾干。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3)中将锭坯从加热炉转运到锻造压机的转运时间要求小于300s；使锭坯镦粗变形

量达到20％～70％，锻造压机的下压速度1mm/s～100mm/s；镦粗后的中间坯空冷或包覆硅

酸铝纤维毡缓冷。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4)中钢质包套采用不锈钢材料，堵头应加工出与挤压模相配合的锥度以保证挤压

过程的定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将步骤(5)中挤压坯在600℃以下入炉，升至最高温度前每隔200℃～300℃设置一个保温台

阶，各温度保温时间按0.4min/mm～3.0min/mm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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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将步骤(6)挤压坯出炉后涂润滑剂，挤压锭坯出炉转运到挤压机时间≤300s；操作挤压机对

挤压锭坯进行挤压的挤压速度10mm/s～150mm/s；并对挤压后棒材空冷或包覆硅酸铝纤维

毡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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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用于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属于热加工技术

领域，涉及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棒材制备方法的改进。

背景技术

[0002] 难变形高温合金因具备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与出色的耐腐蚀、抗氧化性能成为航

空发动机涡轮盘部件的重要选材，用其制备涡轮盘的主要工序为：合金熔炼→铸锭开坯→

锻造成形→盘坯热处理→机加工成品。其中，铸锭通过热变形开坯的目的是获得一定规格

尺寸的细晶棒材，为后续涡轮盘锻造成形提供形状和组织准备。

[0003] 在难变形高温合金铸锭开坯、细晶棒材制备方面，欧美主要采用镦拔+径锻或铸锭

直接挤压的工艺方法。前者镦拔可提高棒材晶粒组织均匀性同时有利于合金中碳化物的破

碎和均匀分布，径锻则可以解决大规格棒材外缘大晶粒和组织不均匀的问题；而后者则是

利用挤压变形过程的三向压应力状态使铸锭发生大的剪切应变，达到破碎铸态组织、细化

晶粒的效果。相比而言，我国目前多采用镦拔或快锻机单向拔长的开坯方法，开坯过程棒坯

的开裂及混晶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工艺的差距导致棒材组织均匀性和成材率均明显低于

国外。近年来，国内也开展了难变形高温合金挤压制坯的工艺探索，技术尚不成熟，且多集

中于小规格棒材制备。

[0004] 挤压是金属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的变截面的减径变形，该过程中合金材料处于三

向压应力状态，热工艺塑性提高，使得难变形高温合金能够发生足够大的变形程度从而实

现再结晶细化。然而，对于大尺寸涡轮盘用大规格棒材而言，铸锭直接挤压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难变形高温合金偏析倾向大，铸锭超过Φ508mm后产生宏观偏析的几率大增，用该直

径及以下规格铸锭直接挤压制备规格较大的棒材时挤压比偏小，棒材不能难以获得足够的

剪切应变，难以完全再结晶；其二，挤压变形特点决定棒材表层的变形程度大于棒材心部，

铸锭直接挤压难以保证棒材各部位组织均匀性，特别是心部易出现混晶组织。因而，制备大

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难度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提出一种采用铸锭镦粗+挤压的镦挤复合制坯工艺制备大规格难

变形高温合金棒材的方法，其目的是解决传统镦锻易开裂、晶粒不均匀和直接挤压存在的

挤压比不足、心部变形不充分等大规格棒材制备方面的问题，最终获得均匀细晶组织，以满

足航空发动机涡轮盘的研制需求。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制备方

法是：

[0007] (1)铸锭加工

[0008] 将双联或三联熔炼并经均匀化处理的铸锭截为圆柱状锭坯；

[0009] (2)锭坯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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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将锭坯入炉，使其最后升温至γ’全熔温度以下20℃～100℃，对其的保温时间应

能使锭坯热透；

[0011] (3)锭坯镦粗

[0012] 将锭坯从加热炉转运到锻造压机，操作锻造压机，使锭坯发生镦粗变形，得到中间

坯；

[0013] (4)中间坯包套

[0014] 设计并加工钢质包套，钢质包套包括筒状结构和能够盖住筒状结构开口的堵头，

在中间坯外圆最大鼓肚处车出直边，中间坯能够置入钢质包套的筒状结构内部，且中间坯

的鼓肚直边与钢质包套筒状结构内壁间隙配合；将堵头盖合筒状结构开口，并将堵头与筒

状结构固定连接为一个整体，形成挤压坯；

[0015] (5)挤压坯加热

[0016] 将挤压坯入炉，使其最后升温至γ’全熔温度以下20℃～100℃，且对其的保温时

间能使挤压坯热透；

[0017] (6)热挤压

[0018] 挤压坯出炉后，在挤压模与挤压锭坯之间放置专用玻璃垫；操作挤压机的挤压筒

和挤压杆对挤压锭坯进行挤压，得到挤压棒材；挤压筒内径与中间坯包套的外径间隙配合；

[0019] (7)棒材机加工

[0020] 去除挤压棒材头、尾钢质堵头与外圆周包裹的钢质包套。

[0021] 步骤(1)中所述截得的圆柱锭坯的高径比为1.5～3.0，端面倒圆角R5～R100。

[0022] 步骤(2)中锭坯在600℃以下入炉，升至最高温度前每隔200℃～300℃设置一个保

温台阶，各温度保温时间按0.4min/mm～3.0min/mm计算。

[0023] 在步骤(2)之前还包括镦粗前准备的步骤，即将锭坯全表面吹砂，并刷涂厚度

0.5mm～3mm的玻璃润滑剂并自然晾干。

[0024] 在步骤(3)中将锭坯从加热炉转运到锻造压机的转运时间要求小于300s；使锭坯

镦粗变形量达到20％～70％，锻造压机的下压速度1mm/s～100mm/s；镦粗后的中间坯空冷

或包覆硅酸铝纤维毡缓冷。

[0025] 在步骤(4)中钢质包套采用不锈钢材料，堵头应加工出与挤压模相配合的锥度以

保证挤压过程的定位；

[0026] 将步骤(5)中挤压坯在600℃以下入炉，升至最高温度前每隔200℃～300℃设置一

个保温台阶，各温度保温时间按0.4min/mm～3.0min/mm计算。

[0027] 将步骤(6)挤压坯出炉后涂润滑剂，挤压锭坯出炉转运到挤压机时间≤300s；操作

挤压机对挤压锭坯进行挤压的挤压速度10mm/s～150mm/s；并对挤压后棒材空冷或包覆硅

酸铝纤维毡缓冷。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主要针对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组织均匀性差和成

材率低的技术现状，用镦挤复合制坯工艺代替镦拔和铸锭直接挤压制坯工艺，弥补了国内

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制坯工艺的不足。

[0029] 本发明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锻造比和挤压比协同设计，对铸锭进行适量的镦粗

变形，制备中间坯，在此基础上设计合理的硬包套结构，制备挤压坯并实施挤压工艺。该方

法的优点有二：其一，镦粗变形中，铸锭心部可获得比外缘更大的变形量，弥补了后续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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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棒材心部变形小的不足；其二，采用镦粗后的中间坯制备挤压棒材，挤压比提高，棒材

整体变形量增加，有利于铸造组织的完全再结晶细化。采用镦挤复合开坯方法制备大规格

棒材既增加了整体开坯变形量，又优化了开坯过程变形量的分布。

[0030] 本发明制备的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棒材具备均匀细晶组织，棒材平均晶粒度可

达ASTM8.0以上，棒材表层和心部晶粒度级差小于1级，可用于制备航空发动机涡轮盘锻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制备方法是：

[0032] (1)铸锭加工

[0033] 将双联或三联熔炼并经均匀化处理的铸锭截为圆柱状锭坯；

[0034] (2)锭坯加热

[0035] 将锭坯入炉，使其最后升温至γ’全熔温度以下20℃～100℃，对其的保温时间应

能使锭坯热透；

[0036] (3)锭坯镦粗

[0037] 将锭坯从加热炉转运到锻造压机，操作锻造压机，使锭坯发生镦粗变形，得到中间

坯；

[0038] (4)中间坯包套

[0039] 设计并加工钢质包套，钢质包套包括筒状结构和能够盖住筒状结构开口的堵头，

在中间坯外圆最大鼓肚处车出直边，中间坯能够置入钢质包套的筒状结构内部，且中间坯

的鼓肚直边与钢质包套筒状结构内壁间隙配合；将堵头盖合筒状结构开口，并将堵头与筒

状结构固定连接为一个整体，形成挤压坯；

[0040] (5)挤压坯加热

[0041] 将挤压坯入炉，使其最后升温至γ’全熔温度以下20℃～100℃，且对其的保温时

间能使挤压坯热透；

[0042] (6)热挤压

[0043] 挤压坯出炉后，在挤压模与挤压锭坯之间放置专用玻璃垫；操作挤压机的挤压筒

和挤压杆对挤压锭坯进行挤压，得到挤压棒材；挤压筒内径与中间坯包套的外径间隙配合；

[0044] (7)棒材机加工

[0045] 去除挤压棒材头、尾钢质堵头与外圆周包裹的钢质包套。

[0046] 以下将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地详述：

[0047] 一种制备大规格难变形高温合金细晶棒材的方法，其制备方法是：

[0048] (1)铸锭加工

[0049] 利用带锯或线切割将双联或三联熔炼并经均匀化处理的铸锭截为圆柱状锭坯，所

述的圆柱锭坯高径比为2.0～3.0，表面平整，锭坯端面倒圆角R5～R100；

[0050] (2)锭坯加热

[0051] 锭坯加热前应进行全表面吹砂，并刷涂厚度0.5mm～2mm的玻璃润滑剂并自然晾

干。锭坯在600℃以下入炉，升至最高温度前每隔200℃～300℃设置一个保温台阶，最后升

温至γ’全熔温度以下20℃～80℃，各温度保温时间按0.4min/mm～3.0min/mm计算；

[0052] (3)锭坯镦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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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将锭坯从加热炉转运到锻造压机，转运时间要求小于300s。操作锻造压机上模下

行，镦粗变形量30％～70％，下压速度5mm/s～100mm/s。镦粗后的中间坯空冷或包覆硅酸铝

纤维毡缓冷；

[0054] (4)中间坯包套

[0055] 设计并加工钢质包套，钢质包套包括筒状结构和能够盖住筒状结构开口的堵头，

在中间坯外圆最大鼓肚处车出一定长度直边，中间坯能够置入钢质包套的筒状结构内部，

且中间坯的鼓肚直边与钢质包套筒状结构内壁间隙配合；将堵头盖合筒状结构开口，并将

堵头与筒状结构固定连接为一个整体，形成挤压坯；

[0056] (5)挤压坯加热

[0057] 挤压坯全表面吹砂，并刷涂厚度0.5mm～2mm的玻璃润滑剂并自然晾干。挤压坯在

600℃以下入炉，升至最高温度前每隔200℃～300℃设置一个保温台阶，最后升温至γ’全

熔温度以下20℃～100℃，各温度保温时间按0.4min/mm～3.0min/mm计算；

[0058] (6)热挤压

[0059] 挤压前采用挤压模专用加热工装将挤压模预热至不低于300℃。挤压坯出炉滚涂

或喷涂玻璃粉，挤压模与挤压锭坯间放置专用玻璃垫。挤压锭坯出炉转运到挤压机时间≤

300s。操作挤压机对挤压锭坯进行挤压，挤压速度10mm/s～150mm/s。挤压后棒材空冷或包

覆硅酸铝纤维毡缓冷；

[0060] (7)棒材机加工

[0061] 切割或车削去除挤压棒材头、尾钢质堵头与外圆周包裹的钢质包套。

[0062] 实施例1

[0063] Φ280mm规格GH4720Li合金细晶棒材制备的步骤是：

[0064] A、铸锭加工

[0065] 利用带锯将三联熔炼并经均匀化处理的Φ508的GH4720Li铸锭截为高径比为2.8

圆柱状料段，平整表面，端面倒圆角R10。

[0066] B、铸锭镦粗

[0067] B.1、锻前准备：对锭坯全表面进行吹砂，将专用玻璃润滑剂均匀刷涂坯料表面，玻

璃润滑剂厚度0.5mm，自然晾干。

[0068] B.2、锭坯加热：锭坯室温入炉，加热制度为：

[0069] 200℃×4h→400℃×4h→600℃×4h→800℃×4h→1070℃×4h。

[0070] B.3、平模预热：采用模具加热炉将平模预热至350℃～400℃。

[0071] B.4、镦粗：使用机械手将锭坯从加热炉转运到平模，转运时间小于90s。操作压机

滑块下行，镦粗变形量60％，滑块下压速度30mm/s。镦粗后的中间坯包覆硅酸铝纤维毡缓

冷。

[0072] C、中间坯包套

[0073] 加工1Cr18Ni9Ti不锈钢包套，包套分前后堵头和中间套筒三部分，前、后堵头尺寸

均为Φ680mm×250mm，在中间坯外圆最大鼓度处车至Φ660mm(直边长度大于150mm)，中间

套筒尺寸Φ680mm×Φ661mm×569mm，前堵头加工出与挤压模相配合的锥度。中间套筒应在

套装中间坯后与前后堵头焊接组装成挤压锭坯，焊道周向留6处20mm长的排气口。

[0074] D、中间坯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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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D.1、挤压前准备：对挤压坯锭坯全表面吹砂并刷涂专用玻璃润滑剂，润滑剂厚度

1mm自然晾干。

[0076] D.2、挤压坯加热：锭坯室温入炉，加热制度为：

[0077] 200℃×4h→400℃×4h→600℃×4h→800℃×4h→1070℃×4h。

[0078] D.3、挤压模具预热：采用预热工装将挤压筒预热至300℃～400℃。

[0079] D.4、热挤压：挤压锭坯出炉滚玻璃粉，挤压模与挤压锭坯间放置专用玻璃垫。挤压

锭坯出炉转运到挤压机时间≤120s。操作挤压机对挤压锭坯进行挤压，挤压杆速度按

120mm/s。棒材空冷至室温。

[0080] E、棒材机加工：切割去除棒材头、尾不锈钢堵头，车削去除挤压棒材外周包裹的不

锈钢包套。

[0081] 实施例2

[0082] Φ250mm规格GH4175合金细晶棒材制备的步骤是：

[0083] A、铸锭加工

[0084] 利用带锯将三联熔炼并经均匀化处理的Φ508的GH4175铸锭截为高径比为2.0圆

柱状料段，平整表面，端面倒圆角R50。

[0085] B、铸锭镦粗

[0086] B.1、锻前准备：对锭坯全表面吹砂并涂覆专用玻璃润滑剂，润滑剂厚度2mm，自然

晾干。

[0087] B.2、锭坯加热：锭坯300℃入炉，加热制度为300℃×10h→900℃×10h→1130℃×

10h。

[0088] B.3、模具预热：采用模具炉将平模预热至350℃左右。

[0089] B.4、镦粗：使用机械手将锭坯从加热炉转运到平模，转运时间小于90s。操作锻造

压机对锭坯进行镦粗，工程应变40％，液压机下压速度5mm/s。将镦粗后的中间坯包覆硅酸

铝纤维毡缓冷。

[0090] C、中间坯包套

[0091] 加工1Cr18Ni9Ti不锈钢包套，包套分前后堵头和中间套筒三部分，前后堵头尺寸

均为Φ680mm×200mm，在中间坯外圆最大鼓度处车至Φ640mm，中间套筒尺寸Φ680mm×Φ

651mm×700mm，前堵头加工出与挤压模相配合的锥度。中间套筒应在套装中间坯后与前后

堵头焊接组装成挤压锭坯，焊接时焊道周向留3处100mm长的排气口。

[0092] D、中间坯挤压

[0093] D.1、挤压前准备：对挤压坯锭坯全表面吹砂并刷涂专用玻璃润滑剂，玻璃润滑剂

厚度2mm，自然晾干。

[0094] D.2、挤压坯加热：锭坯室温入炉，加热制度为300℃×10h→600℃×10h→900℃×

10h→1130℃×10h。

[0095] D.3、挤压模具预热：采用预热工装将挤压筒预热至350℃左右。

[0096] D.4、热挤压：挤压锭坯出炉喷涂玻璃粉，挤压模与挤压锭坯间放置专用玻璃垫。挤

压锭坯出炉转运到挤压机时间≤120s。操作挤压机对挤压锭坯进行挤压，挤压速度按20mm/

s。挤压后棒材包覆硅酸铝纤维毡缓冷。

[0097] E、棒材机加工：切割去除棒材头、尾不锈钢堵头，车削去除挤压棒材外周包裹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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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钢包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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