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213876.3

(22)申请日 2016.04.0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64837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6.08

(73)专利权人 江西景航航空锻铸有限公司

地址 333426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景德

镇陶瓷科技工业园区唐英大道

    专利权人 南昌航空大学

(72)发明人 董洪波　邹忠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卓岚智财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11624

代理人 李景辉

(51)Int.Cl.

C22F 1/18(2006.01)

C22C 14/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726746 A,2015.06.24,说明书第9-

13，21段.

CN 104946928 A,2015.09.30,权利要求1-

22.

王明主等.ＴＢ８钛合金超塑性拉伸变形流

变行为与本构方程.《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2016,第３６卷(第１期),第103-106页.

审查员 牛培利

 

(54)发明名称

一种提高亚稳态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

(57)摘要

一种提高亚稳态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对

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本发明提供

的方法，通过对亚稳β钛合金在温度为440℃～

545℃进行20min～70min的预时效处理，亚稳β

钛合金析出一定量的α相，析出α相首先在β晶

界处析出，α相的硬度较β相硬度高，在超塑性

变形时，硬度高的α相对基体β相产生应变集

中，一定程度上细化了β相晶粒，晶粒越细小、超

塑性越好，进而增加亚稳β钛合金的超塑性。本

发明实施例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处理后获得的

延伸率高达361 .8％，相比未进行处理的亚稳β

钛合金的延伸率为1 9 4 .0％ ，延伸率提高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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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亚稳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所述预

时效处理的温度为520℃，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时间为40min；

所述亚稳β钛合金的化学组成式为：Ti-15Mo-3Al-2.7Nb-0.2Si。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温度和所述预时效处理

的时间按照以下步骤确定：

获取亚稳β钛合金的预时效温度范围和预时效保温时间范围；

在所述预时效温度范围和预时效保温时间范围内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

理；

对所述预时效处理后亚稳β钛合金进行拉伸性能试验测试；

根据所述拉伸性能测试的结果，得到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的温度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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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亚稳态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钛合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提高亚稳态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的超塑性是指材料在晶粒形状、晶粒尺寸和相组成结构一定的内部条件以及

温度和应变速率一定的外部条件下,呈现出异常低的流变抗力及异常高的流变性能，例如

延伸率高达百分之几百。

[0003] 超塑性成型工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钛合金超塑性主要在利用钛合金本身所具有

的塑性特性的基础上进行成型研究，钛合金的超塑性成型的应用主要有：超塑性等温锻造、

气压成形、超塑性挤压、真空成形等。

[0004] 亚稳β钛合金通过弥散强化提高强度、还具有优异的冷热成型性、深淬透性以及良

好的抗腐蚀性、抗蠕变性能和抗氧化性等特性，广泛用于制作有温度要求的飞机结构件或

发动机结构件、蜂窝、紧固件和液压管材等。但是亚稳β钛合金的超塑性较低，限制了亚稳β

钛合金在超塑性成型工艺方面更为广泛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提高亚稳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本发明提

供的处理方法，能够显著提高亚稳β钛合金的超塑性。

[0006]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提高亚稳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所述

预时效处理的温度为440℃～545℃，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时间为20min～70min。

[0008] 优选的，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温度为520℃，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时间为40min。

[0009] 优选的，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温度和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时间按照以下步骤确定：

[0010] 获取亚稳β钛合金的预时效温度范围和预时效保温时间范围；

[0011] 在所述预时效温度范围和预时效保温时间范围内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

处理；

[0012] 对所述预时效处理后亚稳β钛合金进行拉伸性能试验测试；

[0013] 根据所述拉伸性能测试的结果，得到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的温度和时

间。

[0014] 优选的，所述亚稳β钛合金的预时效温度范围是400℃～600℃。

[0015] 优选的，所述预时效温度范围内按梯度选取5个预时效温度值，具体为第一预时效

温度值、第二预时效温度值、第三预时效温度值、第四预时效温度值和第五预时效温度值；

所述5个预时效温度值中相邻的两个预时效温度的差值优选独立地为20～50℃。

[0016] 优选的，所述亚稳β钛合金的预时效保温时间范围是20min～70min。

[0017] 优选的，所述预时效温度范围内按梯度选取5个预时效温度值，具体为第一预时效

温度值、第二预时效温度值、第三预时效温度值、第四预时效温度值和第五预时效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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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5个预时效温度值中相邻的两个预时效温度的差值优选独立地为20～50℃。

[0018] 优选的，所述亚稳β钛合金的化学组成式为：Ti-15Mo-3Al-2.7Nb-0.2Si。

[001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亚稳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

效处理，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温度为440℃～545℃，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时间为20min～70min。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通过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亚稳β钛合金析出一定量的α相，

析出α相首先在β晶界处析出，α相的硬度较β相硬度高，在超塑性变形时，硬度高的α相对基

体β相产生应变集中，一定程度上细化了β相晶粒，晶粒越细小、超塑性越好，进而增加亚稳β

钛合金的超塑性。本发明实施例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处理后获得的延伸率高达361.8％，相

比未进行处理的亚稳β钛合金的延伸率为194.0％，延伸率提高167.8％。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拉伸性能测试试样结构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未经过拉伸性能测试试样；

[0023] 图3为本发明对比例中未经过预时效处理的拉伸性能测试后的试样；

[002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520℃保温20min的预时效处理拉伸性能测试后的试样；

[002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520℃保温40min的预时效处理拉伸性能测试后的试样；

[002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520℃保温70min的预时效处理拉伸性能测试后的试样；

[0027]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440℃保温40min的预时效处理拉伸性能测试后的试样；

[0028]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480℃保温40min的预时效处理拉伸性能测试后的试样；

[0029]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545℃保温40min的预时效处理拉伸性能测试后的试样；

[0030]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亚稳β钛合金延伸率随不同预时效温度范围的变化规律；

[0031]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亚稳β钛合金延伸率随不同预时效时间范围的变化规律。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亚稳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

效处理，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温度为440℃～545℃，所述预时效处理的时间为20min～70min。

[0033]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在变形前440℃～545℃温度范围内，通过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

20min～70min预时效处理，亚稳β钛合金析出一定量的α相，α相的硬度较β相硬度高，进行20

～70min时间的预时效处理，析出α相首先在β晶界处析出，并且避免α相的长大，确保β相的

稳定存在。在超塑性变形时，变形主要集中在β相基体中，高硬度的α相阻碍变形并产生应力

集中，提高位错密度，促使动态再结晶发生，细化β相晶粒。另外，细小的α相也对β相晶粒的

长大起了抑制作用，晶粒越细小、超塑性越好，因此，通过短时间预时效处理后亚稳β钛合金

能够获得更优的超塑性。

[0034] 本发明为了得到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的温度和时间，本发明优选先获

取亚稳β钛合金的预时效温度范围和预时效保温时间范围。本发明中，所述亚稳β钛合金的

化学组成式优选为：Ti-15Mo-3Al-2.7Nb-0.2Si，经真空熔炼后轧制成棒材，作为超塑性拉

伸试样的原材料。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的来源没有特殊要求，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亚

稳β钛合金锻件即可。经500-560℃温度保温8-10h固溶时效处理后的钛合金可以获得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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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本发明将520℃作为拉伸试验前的最初探索的预时效温度，经较短预时效保温时间以

均匀弥散析出一定量的细小α相为目标，以20min为最初探索的预时效保温时间。在本发明

中，所述预时效温度范围优选为400℃～600℃，预时效保温时间范围优选为20min～70min。

[0035] 获得亚稳β钛合金的预时效温度范围和预时效时间范围后，本发明在所述预时效

温度范围和预时效时间范围内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为了更好的筛选出效

果较优的温度和时间，本发明优选在预时效温度范围内取不同的预时效温度值、在预时效

保温时间范围内取不同的预时效保温时间值。本发明优选在所述预时效温度范围内按梯度

选取5个预时效温度值，具体为第一预时效温度值、第二预时效温度值、第三预时效温度值、

第四预时效温度值和第五预时效温度值；所述5个预时效温度值中相邻的两个预时效温度

的差值优选独立地为20～50℃，更优选为25～45℃，最优选为30～40℃。在本发明的实施例

中，所述预时效温度值可具体为400℃、440℃、480℃、520℃和545℃。

[0036] 本发明优选在所述预时效时间范围内按梯度设置4个梯预时效时间值，具体为第

一预时效保温时间值、第二预时效保温时间值、第三预时效保温时间值和第四预时效保温

时间值；所述4个预时效保温时间值中相邻的两个预时效保温时间值得差值优选独立地为

10～20min，更优选为15～18min；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预时效保温时间值可具体为

20min、40min、50min和70min。

[0037] 设置梯度温度值和梯度时间值后，本发明分别在不同的预时效温度值和不同的预

时效保温时间值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确定某一预时效温

度值，在不同保温时间值条件下，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得到延伸率较高所

对应的保温时间值后，采用所对应的保温时间值，在不同预时效温度值条件下，对所述亚稳

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

[0038] 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完成不同预时效温度值和预时效保温时间值条件下的预时效

处理后，本发明优选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冷却处理，本发明对冷却方式没有特殊要求，采用

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冷却方式即可，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空气冷却的方式对亚稳β钛

合金进行冷却处理。

[0039] 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后，本发明将所述预时效处理后的亚稳β钛合

金进行拉伸性能试验测试，本发明拉伸性能测试按照国标GB/T228.1-2010《金属材料拉伸

试验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进行。本发明在对预时效处理后的亚稳β钛合金进行拉伸性能

测试时，优选采用哑铃状结构的测试试样，如图1所示，所述测试试样为哑铃状，包括夹持端

和变形区，所述变形区的两端设置夹持端，所述夹持端关于变形区对称，所述夹持端与变形

区之间通过过渡圆弧相连；在本发明中，所述夹持端的直径为12mm，变形区直径为5±

0.05mm，夹持端与变形区过渡圆弧为半径为2.5mm的倒角，所述测试试样的全长为44mm，对

称的夹持端分别长12mm。

[0040] 在本发明中，所述拉伸性能测试过程中的变形温度优选为840℃，变形速率优选为

0.001s-1；本发明中确定拉伸性能测试的变形温度前，优选以0.001s-1作为应变速率条件

下，以温度范围为500℃～1000℃内的不同温度值为变形温度，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拉伸性

能测试，变形温度为840℃时，亚稳β钛合金的延伸率最大，确定拉伸性能测试的变形温度为

840℃。本发明实施例中，使用SANS-CMT4104电子拉伸试验机对试样进行拉伸性能测试。本

发明实施例对亚稳β钛合金的预时效处理，使用XY-1200高温箱式电阻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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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完成所述拉伸性能测试后，本发明得到不同的预时效温度值和不同的预时效保温

时间值下的亚稳β钛合金的拉伸性能结果，根据所述拉伸性能测试的结果，得到对所述亚稳

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的温度和时间。

[004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亚稳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对所述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

效处理。本发明提供的方法，通过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亚稳β钛合金析出一定量

的α相，析出α相首先在β晶界处析出，α相的硬度较β相硬度高，在超塑性变形时，硬度高的α

相对基体β相产生应变集中，一定程度上细化了β相晶粒，晶粒越细小、超塑性越好，进而增

加亚稳β钛合金的超塑性。本发明实施例对亚稳β钛合金进行处理后获得的延伸率高达

361.8％，相比未进行处理的亚稳β钛合金的延伸率为194.0％，延伸率提高167.8％。

[004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提高亚稳β钛合金超塑性的方法进行详细的说

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44] 对比例1

[0045] 将未处理的亚稳β钛合金Ti-15Mo-3Al-2.7Nb-0 .2Si按照图1所示的试样进行加

工，随后在SANS-CMT4104电子拉伸试验机上以840℃和0.001s-1的应变速率条件下，进行拉

伸性能测试，断后试样如图3所示，所得延伸率为194％。

[0046] 实施例1

[0047] 将亚稳β钛合金Ti-15Mo-3Al-2.7Nb-0.2Si置于XY-1200高温箱式电阻炉中进行预

时效处理，电阻炉内的温度值限定为520℃，亚稳β钛合金在电阻炉内保温20min后取出在空

气中自然冷却，将冷却后的亚稳β钛合金按照图1所示的试样进行加工，随后在SANS-

CMT4104电子拉伸试验机上以840℃和0.001s-1的应变速率条件下，进行拉伸性能测试，断后

试样如图4所示，所得延伸率为287％。

[0048] 实施例2

[0049] 在实施例1预时效处理参数的基础上，保持预时效温度520℃不变，改变预时效时

间，预时效时间分别为40min和70min，将亚稳β钛合金Ti-15Mo-3Al-2.7Nb-0.2Si置于XY-

1200高温箱式电阻炉中进行预时效处理，后取出在空气中自然冷却，将冷却后的亚稳β钛合

金按照图1所示的试样进行加工，随后在SANS-CMT4104电子拉伸试验机上以840℃和

0.001s-1的应变速率条件下，进行拉伸性能测试，经预时效温度为520℃，预时效保温时间

40min的预时效处理的断后试样如图5所示，所得延伸率为361.8％，预时效处理为520℃保

温70min的断后试样如图6所示，所得延伸率为303％。比较预时效温度为520℃，经不同时间

保温处理后的试样拉伸试验所得延伸率，520℃预时效处理保温40min后得到的延伸率较

大。

[0050] 实施例3

[0051] 在实施例3预时效处理参数的基础上，保持预时效保温时间40min不变，改变预时

效温度，预时效温度分别为440℃、480℃和545℃，将亚稳β钛合金Ti-15Mo-3Al-2 .7Nb-

0.2Si置于XY-1200高温箱式电阻炉中进行预时效处理，后取出在空气中自然冷却，将冷却

后的亚稳β钛合金按照图1所示的试样进行加工，随后在SANS-CMT4104电子拉伸试验机上以

840℃和0.001s-1的应变速率条件下，进行拉伸性能测试，经预时效温度为440℃，预时效保

温时间40min的预时效处理的断后试样如7所示，所得延伸率为174％，预时效处理为480℃

保温40min的断后试样如图8所示，所得延伸率为220％，预时效处理为545℃保温40min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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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试样如图9所示，所得延伸率为293％。比较预时效时间为40℃，经不同时间保温处理后的

试样拉伸试验所得延伸率，520℃预时效处理保温40min后得到的延伸率较大。

[0052] 对比例1和实施例1～3中拉伸性能测试延伸率如表1所示；实施例1～3中拉伸测试

延伸率随不同预时效温度范围，40min保温的变化规律如图10所示，显示在520℃进行预时

效处理，拉伸测试延伸率最高；实施例1～3中亚稳β钛合金延伸率经520℃温度下，随不同预

时效时间范围的变化规律如图11所示，显示经40min的保温处理拉伸测试延伸率较高。

[0053] 表1不同的预时效温度值和不同的预时效保温时间值下的亚稳β钛合金的拉伸性

能参数

[0054]

[0055] 由表1可以看出，在不同预时效温度值和预时效保温时间参数条件下，对亚稳β钛

合金进行预时效处理后，进行拉伸性能测试，所得到的延伸率相比未经过预时效处理的亚

稳β钛合金的194％的延伸率有显著的提高。以520℃预时效温度保温40min对亚稳β钛合金

进行处理后，获得的延伸率高达361 .8％，相比未进行处理的亚稳β钛合金的延伸率为

194.0％，延伸率提高167.8％。

[005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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