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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

材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一、对直径为90mm～

410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多向锻造，冷却后得

到厚度为25mm～130mm的TC4钛合金板坯；二、将

TC4钛合金板坯依次进行修磨、退火和温轧，空冷

后得到厚度为6mm～26mm的TC4钛合金板材；三、

将TC4钛合金板材进行退火处理，空冷后得到超

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四、将超细晶TC4钛

合金板材半成品依次进行剪切、修磨、矫平、磨

光、抛光和酸洗，得到厚度为5mm～25mm的超细晶

TC4钛合金板材。本发明将多向锻造工艺和温轧

工艺相结合，得到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

晶粒尺寸为0.1μm～1μm，且表面平整，组织均

匀，力学性能良好，符合GB/T13810-2007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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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利用模锻锤或油压机对直径为90mm～410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多向锻造，

冷却后得到厚度为25mm～130mm的TC4钛合金板坯；所述多向锻造中沿TC4钛合金圆锭的三

维方向依次进行的三次单向锻造为一次循环，每次所述单向锻造的变形量为40％～60％；

所述多向锻造包括2～4次循环；第1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050℃～1150℃，终锻温度不

低于700℃，第2次～第4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均为700℃～1000℃，终锻温度均不低于600

℃；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坯先进行修磨，再进行退火处理，然后在550℃

～700℃的条件下进行多道次温轧，空冷后得到厚度为6mm～26mm的TC4钛合金板材；所述温

轧的道次变形量为10％～20％，所述温轧的总变形量不小于50％；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材进行退火处理，空冷后得到超细晶TC4钛合

金板材半成品；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依次进行剪切、修磨、矫平、磨

光、抛光和酸洗，得到厚度为5mm～25mm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二中所述退火处理的温度为550℃～700℃，时间为60min～8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三中所述退火处理的温度为500℃～650℃，时间为30min～6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四中所述矫平的温度为4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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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钛合金材料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

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医疗器械中80％以上的钛合金原材料为TC4钛合金，主要用于制作口

腔牙冠、固定桥、义齿支架等齿科类、关节类和创伤类等植入器械。研究发现，金属材料的性

能与其晶粒尺寸密切相关，当金属的晶粒尺寸细化到1μm以下时，可获得由均匀等轴晶组

成、大角度晶界占多数的超细晶材料，超细晶材料在室温下具有高强度，高温下具有超塑

性。超细晶TC4钛合金与普通的TC4钛合金相比，具有更高的强度、更好的疲劳性能以及更强

耐腐蚀性能，在医用材料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03] 强塑性变形法是国际材料学界公认的制备块体超细晶材料最有前途的方法，可将

粗晶金属的晶粒细化至纳米量级，制备的超细晶材料由具有高密度的晶界和较低原子密度

的晶间区组成，其晶体区域或其它特征长度的典型尺寸至少在一维方向上为亚微米(0.1μm

～1μm)/纳米(＜100nm)。

[0004] 钛合金的强塑性变形法主要包括：等通道角挤压法(ECAP)、高压扭转法(HPT)、累

积叠轧法(ARB)和多向锻造法(MF)。等通道角法和高压扭转法可用来制备三维尺寸较小的

超细晶棒材，是工业化生产超细晶钛材的主要方法，但产量较低，且对钛合金材料的塑性、

设备和模具要求极高；累积叠轧法能够生产较薄尺寸的薄板和箔带材，且累积叠轧法的工

序复杂，容易产生包套废料；多向锻造法通过从不同方向对钛合金实施变形以达到细化晶

粒、改善材料性能的目的，大多采用较小尺寸(厚度小于90mm)的钛合金板材进行试验探索，

且使用的设备及工装模具较为昂贵和特殊，通过多向锻造法制备的超细晶板材厚度为2mm，

长宽为300mm×200mm，不易进行加工，且表面粗糙，平整度较差，力学性能不佳，难以满足医

学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医用超细晶

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该方法以直径为90mm～410mm的TC4钛合金圆锭为原料，将多向

锻造工艺和温轧工艺相结合，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晶粒尺寸为0.1μm～1μm，

厚度为5mm～25mm，抗拉强度为1050MPa～1300MPa，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为1000MPa～

1080MPa，断后伸长率为14％～17％；该方法工艺简单，易于实现，对设备的要求低，可满足

超细晶TC4钛合金的工业化生产需求。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一、利用快锻机对直径为90mm～410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多向锻造，冷却

后得到厚度为25mm～130mm的TC4钛合金板坯；所述多向锻造中沿TC4钛合金圆锭的三维方

说　明　书 1/7 页

3

CN 107574394 B

3



向依次进行的三次单向锻造为一次循环，每次所述单向锻造的变形量为40％～60％；所述

多向锻造包括2～4次循环；第1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050℃～1150℃，终锻温度不低于

700℃，第2次～第4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均为700℃～1000℃，终锻温度均不低于600℃；

[0008]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坯先进行修磨，再进行退火处理，然后在

550℃～700℃的条件下进行多道次温轧，空冷后得到厚度为6mm～26mm的TC4钛合金板材；

所述温轧的道次变形量为10％～20％，所述温轧的总变形量不小于50％；

[0009]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材进行退火处理，空冷后得到超细晶TC4

钛合金板材半成品；

[0010]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依次进行剪切、修磨、矫

平、磨光、抛光和酸洗，得到厚度为5mm～25mm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

[0011] 上述的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快

锻机为模锻锤或油压机。

[0012] 上述的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退

火处理的温度为550℃～700℃，时间为60min～80min。

[0013] 上述的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所述退

火处理的温度为500℃～650℃，时间为30min～60min。

[0014] 上述的一种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所述矫

平的温度为400℃～500℃。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6] 1、本发明中采用多向锻造工艺和温轧工艺相结合，首先采用多向锻造法细化了

TC4钛合金的晶粒尺寸并抑制织构的生长，避免了各向异性现象，降低TC4钛合金的变形温

度，并提高最佳变形速率，然后通过温轧，在中温条件下改善板材平整度，同时继续施加变

形使TC4钛合金的晶粒进一步细化，最终获得晶粒尺寸为0.1μm～1μm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

金板材，该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表面平整，组织均匀。

[0017] 2、本发明以直径为90mm～410mm的TC4钛合金圆锭为原料，制备得到厚度为5mm～

25mm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扩大了原料的尺寸范围，提高了产品的可加工性，该医

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抗拉强度为1050MPa～1300MPa，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为1000MPa

～1080MPa，断后伸长率为14％～17％，符合GB/T13810-2007的规定，并优于现有产品。

[0018] 3、本发明的工艺简单，易于实现，对设备的要求低，在普通快锻机和轧机上即可实

现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的制备，满足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的工业化生产需求。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多向锻造工艺过程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TEM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3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TEM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图1是本发明多向锻造工艺过程示意图，图中实心黑色箭头方向表示单向锻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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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向(分别为TC4钛合金圆锭的X轴、Y轴和Z轴方向)。由图1可以看出，多向锻造的第1次

循环过程中，首先沿TC4钛合金圆锭的轴线方向即Y轴方向对TC4钛合金圆锭的端面进行第

一次单向锻造，然后将锻造件旋转90°沿Z轴方向进行第二次单向锻造，最后再旋转90°沿X

轴方向进行第三次单向锻造，完成第1次循环；多向锻造的第2次～4次循环过程中，首先沿Y

轴方向对锻造件进行第一次单向锻造，然后将锻造件旋转90°沿Z轴方向进行第二次单向锻

造，最后再旋转90°沿X轴方向进行第三次单向锻造，完成单次循环，重复单次循环，完成多

向锻造的第2次～4次循环。

[0024] 实施例1

[0025] 本实施例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一、利用油压机对直径为410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多向锻造，冷却后得到

厚度为130mm的TC4钛合金板坯；所述多向锻造中沿TC4钛合金圆锭的三维方向依次进行的

三次单向锻造为一次循环，每次所述单向锻造的变形量为60％；所述多向锻造包括4循环，

第1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150℃，终锻温度为715℃，第2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950

℃，终锻温度602℃，第3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800℃，终锻温度610℃，第4次所述循环的

始锻温度为700℃，终锻温度617℃；

[0027]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坯修磨后，在700℃的条件下保温80min进

行退火处理，然后在700℃的条件下进行三道次温轧，空冷后得到厚度为26mm的TC4钛合金

板材；所述温轧的道次变形量为20％，所述温轧的总变形量为60％；

[0028]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材在650℃的条件下保温60min进行退火

处理，空冷后得到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

[0029]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依次进行剪切、修磨、矫

平、磨光、抛光和酸洗，得到厚度为25mm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所述矫平的温度为

500℃。

[0030] 图2为本实施例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TEM图，从图2可以看出实施例

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内部组织均匀，晶粒尺寸为0.5μm～1μm。

[0031] 实施例2

[0032] 本实施例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步骤一、利用模锻锤对直径为150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多向锻造，冷却后得到

厚度为130mm的TC4钛合金板坯；所述多向锻造中沿TC4钛合金圆锭的三维方向依次进行的

三次单向锻造为一次循环，每次所述单向锻造的变形量为45％；所述多向锻造包括2循环，

第1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150℃，终锻温度为700℃，第2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900

℃，终锻温度634℃；

[0034]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坯修磨后，在630℃的条件下保温60min进

行退火处理，然后在630℃的条件下进行五道次温轧，空冷后得到厚度为11mm的TC4钛合金

板材；所述温轧的道次变形量为10％，所述温轧的总变形量为50％；

[0035]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材在550℃的条件下保温40min进行退火

处理，空冷后得到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

[0036]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依次进行剪切、修磨、矫

平、磨光、抛光和酸洗，得到厚度为10mm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所述矫平的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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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0037] 经检测，本实施例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晶粒尺寸为0.8μm～1μm。

[0038] 实施例3

[0039] 本实施例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步骤一、利用油压机对直径为210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多向锻造，冷却后得到

厚度为65mm的TC4钛合金板坯；所述多向锻造中沿TC4钛合金圆锭的三维方向依次进行的三

次单向锻造为一次循环，每次所述单向锻造的变形量为50％；所述多向锻造包括3循环，第1

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050℃，终锻温度为718℃，第2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950℃，

终锻温度615℃，第3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700℃，终锻温度600℃；

[0041]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坯修磨后，在650℃的条件下保温80min进

行退火处理，然后在650℃的条件下进行三道次温轧，空冷后得到厚度为26mm的TC4钛合金

板材；所述温轧的道次变形量为20％，所述温轧的总变形量为60％；

[0042]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材在600℃的条件下保温60min进行退火

处理，空冷后得到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

[0043]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依次进行剪切、修磨、矫

平、磨光、抛光和酸洗，得到厚度为15mm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所述矫平的温度为450

℃。

[0044] 图3为本实施例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TEM图，从图3可以看出本实施

例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内部组织均匀，晶粒尺寸为0.4μm～0.6μm。

[0045] 实施例4

[0046] 本实施例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步骤一、利用油压机对直径为350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多向锻造，冷却后得到

厚度为100mm的TC4钛合金板坯；所述多向锻造中沿TC4钛合金圆锭的三维方向依次进行的

三次单向锻造为一次循环，每次所述单向锻造的变形量为55％；所述多向锻造包括4循环，

第1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100℃，终锻温度为706℃，第2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900

℃，终锻温度612℃，第3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850℃，终锻温度607℃，第4次所述循环的

始锻温度为800℃，终锻温度619℃；

[0048]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坯修磨后，在650℃的条件下保温70min进

行退火处理，然后在650℃的条件下进行三道次温轧，空冷后得到厚度为21mm的TC4钛合金

板材；所述温轧的道次变形量为20％，所述温轧的总变形量为60％；

[0049]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材在600℃的条件下保温40min进行退火

处理，空冷后得到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

[0050]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依次进行剪切、修磨、矫

平、磨光、抛光和酸洗，得到厚度为20mm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所述矫平的温度为

450℃。

[0051] 经检测，本实施例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晶粒尺寸为0.6μm～0.8μm。

[0052] 实施例5

[0053] 本实施例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步骤一、利用模锻锤对直径为90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多向锻造，冷却后得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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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25mm的TC4钛合金板坯；所述多向锻造中沿TC4钛合金圆锭的三维方向依次进行的三次

单向锻造为一次循环，每次所述单向锻造的变形量为40％；所述多向锻造包括2循环，第1次

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050℃，终锻温度为719℃，第2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700℃，终

锻温度600℃；

[0055]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坯修磨后，在550℃的条件下保温60min进

行退火处理，然后在550℃的条件下进行四道次温轧，空冷后得到厚度为6mm的TC4钛合金板

材；所述温轧的道次变形量为15％，所述温轧的总变形量为60％；

[0056]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材在500℃的条件下保温30min进行退火

处理，空冷后得到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

[0057]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依次进行剪切、修磨、矫

平、磨光、抛光和酸洗，得到厚度为5mm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所述矫平的温度为400

℃。

[0058] 经检测，本实施例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晶粒尺寸为0.7μm～0.9μm。

[0059] 实施例6

[0060] 本实施例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1] 步骤一、利用模锻锤对直径为115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多向锻造，冷却后得到

厚度为35mm的TC4钛合金板坯；所述多向锻造中沿TC4钛合金圆锭的三维方向依次进行的三

次单向锻造为一次循环，每次所述单向锻造的变形量为44％；所述多向锻造包括4循环，第1

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050℃，终锻温度为706℃，第2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000℃，

终锻温度613℃，第3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000℃，终锻温度602℃，第4次所述循环的始

锻温度为1000℃，终锻温度607℃；

[0062]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坯修磨后，在600℃的条件下保温60min进

行退火处理，然后在600℃的条件下进行温轧，空冷后得到厚度为7mm的TC4钛合金板材；所

述温轧的道次变形量为16％，所述温轧的总变形量为80％；

[0063]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材在500℃的条件下保温30min进行退火

处理，空冷后得到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

[0064]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依次进行剪切、修磨、矫

平、磨光、抛光和酸洗，得到厚度为5mm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所述矫平的温度为450

℃。

[0065] 经检测，本实施例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晶粒尺寸为0.1μm～0.5μm。

[0066] 对比例1

[0067] 本对比例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8] 步骤一、利用模锻锤对直径为115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多向锻造，冷却后得到

厚度为35mm的TC4钛合金板坯；所述多向锻造中沿TC4钛合金圆锭的三维方向依次进行的三

次单向锻造为一次循环，每次所述单向锻造的变形量为44％；所述多向锻造包括4循环，第1

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050℃，终锻温度为706℃，第2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000℃，

终锻温度613℃，第3次所述循环的始锻温度为1000℃，终锻温度602℃，第4次所述循环的始

锻温度为1000℃，终锻温度607℃；

[0069]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板坯在500℃的条件下保温30min进行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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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空冷后得到细晶TC4钛合金板材；

[0070]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半成品依次进行剪切、修磨、矫平、

磨光、抛光和酸洗，得到厚度为35mm的细晶TC4钛合金板材；所述矫平的温度为450℃。

[0071] 经检测，本实施例制备的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晶粒尺寸为1μm～2μm。

[0072] 将实施例6和对比例1比较可以看出，直接采用多向锻造法对直径为115mm的TC4钛

合金圆锭进行加工，最终得到板材的晶粒尺寸为1μm～2μm，超过了超细晶的范围，属于细晶

TC4钛合金板材，而采用多向锻造法和温轧工艺对直径为115mm的TC4钛合金圆锭进行加工，

最终得到板材的晶粒尺寸为0.1μm～0.5μm，属于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说明温轧工艺可以

使多向锻造后的TC4钛合金的晶粒进一步细化，最终得到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

[0073] 根据GB/T13810-2007外科植入物用钛及钛合金加工中的方法，对实施例1～实施

例6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和对比例1制备的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室温性能进

行测试，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0074] 表1本发明实施例1～实施例6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和对比例1制备的

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性能测试数据

[0075]

[0076] 由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1～实施例6制备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的厚

度5mm～25mm，晶粒尺寸为0.1μm～1μm，室温下的抗拉强度Rm为1050MPa～1300MPa，断后伸

长率为14％～17％，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0 .2为1000MPa～1080MPa，均符合GB/T13810-

2007标准的规定，且优于现有产品和对比例1制备的细晶TC4钛合金板材，说明本发明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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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用超细晶TC4钛合金板材综合性能优异。

[007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发明技

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变化，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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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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