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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快径锻联合生产高温合金

GH4169细晶棒材制造方法，目的是为合金棒材获

得等高晶粒度等级晶粒。本发明采用技术方案：

利用快锻机对合金锭进行反复镦拔，每火次镦粗

变形量25％～35％；逐火次降温开坯，降温梯度

为1110℃±10℃→1100℃±10℃→1080℃±20

℃→1040℃±20℃；末火次变形量不小于30％；

径锻前坯料加热温度990℃～1020℃，保温40min

～120min，在径锻机一火次锻至成品棒材规格，

终锻温度不低于950℃，径锻后水冷至室温。本发

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⑴棒材的微观组织均匀性

显著提高，棒材外缘至中心为完全再结晶的等轴

晶组织，晶粒度可以达到6级或更高等级；⑵棒材

头尾组织均匀、一致；⑶棒材批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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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径锻联合生产高温合金GH4169细晶棒材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快锻机

对合金锭进行反复镦拔，每火次镦粗变形量25％～35％；逐火次降温开坯，降温梯度为1110

℃±10℃→1100℃±10℃→1080℃±20℃→1040℃±20℃；末火次变形量不小于30％；快

锻开坯后直接转移至径锻机工序；径锻前坯料加热温度990℃～1020℃，保温40min～

120min，在径锻机一火次锻至成品棒材规格，终锻温度不低于950℃，径锻后水冷至室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快径锻联合生产高温合金GH4169细晶棒材制造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快锻机反复镦拔、逐火次降温开坯；合金锭锭型Φ508mm，1火次加热温度

1110℃±10℃，镦粗和拔长，镦粗变形量30％；2火次加热温度1100℃±10℃，镦粗和拔长，

镦粗变形量30％；3火次加热温度1080℃±20℃，拔长；4火次加热温度1040℃±20℃，拔长；

快锻开坯后，转移至径锻机工序，径锻前回炉再烧温度为1020℃，保温90min，精锻机一火次

锻造至Φ165mm，终锻温度980℃，径锻后水冷至室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快径锻联合生产高温合金GH4169细晶棒材制造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快锻机反复镦拔、逐火次降温开坯；合金锭锭型Φ508mm，1火次加热温度

1110℃±10℃，镦粗和拔长，镦粗变形量30％；2火次加热温度1100℃±10℃，镦粗和拔长，

镦粗变形量30％；3火次加热温度1080℃±20℃，拔长；4火次加热温度1040℃±20℃，拔长；

快锻开坯后，转移至径锻机工序，径锻前回炉再烧温度为1020℃，保温120min，精锻机一火

次锻造至Φ295mm，终锻温度950℃，径锻后水冷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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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径锻联合生产高温合金GH4169细晶棒材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材料制造领域，涉及一种快锻机+径锻机联合生产高温合金

GH4169细晶棒材的制造方法，获得等轴细晶组织。

背景技术

[0002] GH4169合金是一种沉淀强化型的镍‑铬‑铁基高温合金，因其在‑253℃～650℃之

间具有高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持久强度和塑性，同时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抗辐照及焊接

性能而成为航空航天发动机涡轮盘和轴的首选材料。该材料加工的特点是材料对热加工工

艺参数，如加热温度、保温时间、开锻温度、终锻温度、变形量，变形速率等非常敏感，获得外

缘至心部组织均匀的细晶锻制棒材，特别是获得完全再结晶的棒材外缘组织特别困难。按

照快锻机直接成材的传统工艺生产的GH4169合金棒材，存在加热和回炉再烧温度高，微观

组织在每火次之间累积细化效果差，成品材组织粗大；棒材外缘组织变形程度差，锻造节奏

慢，终锻温度低，棒材外缘组织动态再结晶程度低，随锻造规格的不同在0～30mm范围内依

次是黑晶、项链晶和混晶组织(分别如图1、图2和图3所示)，这一组织若控制不当会遗留至

成品锻件而产生废品；同时，近些年来，随着我国高质量、高可靠性、长寿命航空航天发动机

的研发，对发动机涡轮盘及轴用GH4169合金锻制棒材的微观组织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公开一种快径锻联合生产高温合金GH4169细晶棒材制造方法，目的是为生

产Φ150mm～Φ280mm规格的GH4169合金棒材外缘组织获得完全再结晶的等轴晶组织，棒材

外缘至心部晶粒度等级达到6级或更好水平。

[0004]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5] 利用快锻机对合金锭进行反复镦拔，每火次镦粗变形量25％～35％；逐火次降温

开坯，降温梯度为1110℃±10℃→1100℃±10℃→1080℃±20℃→1040℃±20℃；末火次

加热温度控制在1020℃～1060℃，末火次变形量不小于30％；快锻开坯后直接转移至径锻

机工序；径锻前坯料加热温度990℃～1020℃，保温40min～120min，在径锻机一火次锻至成

品棒材规格，终锻温度不低于950℃，径锻后水冷至室温。

[0006] 快锻工艺是利用逐火次降温生产，以实现微观组织的逐火次细化，每火次加热温

度的选择原则是在保证塑性的前提下，使微观组织在前一火次产生的未再结晶组织能够完

成静态再结晶，并且组织长大程度可控，关键工艺为末火次加热温度1020℃～1060℃，末火

次变形量不小于30％；径锻工艺为保证棒材外缘能够完成动态再结晶，以获得棒材外缘至

中心完全再结晶的等轴细晶组织，关键工艺为径锻前坯料加热温度990℃～1020℃，终锻温

度不低于950℃。

[0007] 与传统的快锻机直接成材的锻造工艺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08] ⑴棒材的微观组织均匀性显著提高，棒材外缘黑晶，项链晶和混晶组织消除，棒材

外缘至中心为完全再结晶的等轴晶组织，晶粒度可以达到6级或更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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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⑵棒材头尾组织均匀、一致；

[0010] ⑶棒材批产稳定。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GH4169黑晶组织；

[0012] 图2为GH4169项链晶组织；

[0013] 图3为GH4169混晶组织；

[0014] 图4为Φ150mm规格GH4169合金棒材横向低倍组织金相组织照片；

[0015] 图5为Φ150mm规格GH4169合金棒材纵向低倍组织金相组织照片；

[0016] 图6为Φ150mm规格GH4169合金棒材外缘金相组织照片(×100)；

[0017] 图7为Φ150mm规格GH4169合金棒材R/2位置金相组织照片(×100)；

[0018] 图8为Φ150mm规格GH4169合金棒材中心位置金相组织照片(×100)；

[0019] 图9为Φ280mm规格GH4169合金棒材横向低倍组织金相组织照片；

[0020] 图10为Φ280mm规格GH4169合金棒材纵向低倍组织金相组织照片；

[0021] 图11为Φ280mm规格GH4169合金棒材外缘金相组织照片(×100)；

[0022] 图12为Φ280mm规格GH4169合金棒材R/2位置金相组织照片(×100)；

[0023] 图13为Φ280mm规格GH4169合金棒材中心位置金相组织照片×100)。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案例详述本发明，但本发明不局限于下述实施案例。

[0025] 实施例1、实施例2共同执行工艺：

[0026] ⑴快锻机开坯工艺(见表1)：

[0027] 利用快锻机对合金锭进行反复镦拔，逐火次降温开坯，降温梯度为1110℃±10℃

→1100℃±10℃，每火次镦粗变形量30％；1080℃±20℃→1040℃±20℃，拔长；快锻开坯

后直接转移至径锻机工序。

[0028] 实施例1

[0029] 合金锭锭型：Φ508mm，锻造规格：Φ165mm，经车光去除表面黑皮至成品材规格：Φ

150mm；

[0030] ⑵径锻机锻造工艺

[0031] 快锻开坯后，转移至径锻机工序，径锻前回炉再烧温度为1020℃，保温90min，径锻

机一火次锻造至Φ165mm，终锻温度980℃，径锻后水冷至室温。

[0032] ⑶组织检验

[0033] 横向低倍组织如图4所示；

[0034] 纵向低倍组织如图5所示；

[0035] 棒材外缘位置显微组织如图6所示；

[0036] 棒材R/2位置显微组织如图7所示；

[0037] 棒材中心位置显微组织如图8所示；

[0038] 棒材外缘晶粒度为8级，R/2和中心位置晶粒度为6级。

[0039]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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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合金锭锭型：Φ508mm，锻造规格：Φ295mm，成品材规格：Φ280mm；

[0041] ⑵径锻机锻造工艺

[0042] 合金锭锭型：Φ508mm，锻造规格：Φ295mm，经车光去除表面黑皮至成品材规格：Φ

280mm；

[0043] ⑵径锻机锻造工艺

[0044] 快锻开坯后，转移至径锻机工序，径锻前回炉再烧温度为1020℃，保温120min，径

锻机一火次锻造至Φ295mm，终锻温度950℃，径锻后水冷至室温。

[0045] ⑶组织检验

[0046] 横向低倍组织如图9所示；

[0047] 纵向低倍组织如图10所示；

[0048] 棒材外缘位置显微组织如图11所示；

[0049] 棒材R/2位置显微组织如图12所示；

[0050] 棒材中心位置显微组织如图13所示；

[0051] 棒材外缘晶粒度为8级，R/2和中心位置晶粒度为6级。

[0052] 表1快锻机开坯工艺图表

[0053]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6868436 B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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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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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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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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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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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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