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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镍基合金板材制造技术领域，具

体涉及一种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及

Ni‑Cr‑Fe‑Al合金板材。其中，本发明的Ni‑Cr‑

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包括：将所述Ni‑Cr‑

Fe‑Al合金板材于1120‑1180℃温度下进行固溶

热处理15min以上。经实践证明，本发明可以更加

准确的控制板材的晶粒组织及综合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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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

于1120‑1180℃温度下进行固溶热处理15  min以上；

其中，当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的厚度小于10  mm时，所述固溶热处理的温度为

1120‑1140℃，时长为15‑20  min；当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的厚度在10  mm以上并小于

30  mm时，所述固溶热处理的温度为1140‑1160℃，时长为20‑30min；当所述Ni‑Cr‑Fe‑Al合

金板材的厚度在30  mm以上时，所述固溶热处理的温度为1160‑1180℃，时长为35  min以上；

其中，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包括：C≤0.100%，Si≤0.50%，Mn≤

1.00%，P≤0.030%，S≤0.015%，Cr  21 .00%‑25.00%，Ni  58.00%‑63.00%，Cu  ≤1.00%，  Al 

1.00%‑1.70%及余量的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采用

VIM+ESR方法冶炼得到Ni‑Cr‑Fe‑Al合金铸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轧制

所述Ni‑Cr‑Fe‑Al合金铸坯，其中，加热温度控制在1180‑1220℃，终轧温度≥850℃。

4.一种Ni‑Cr‑Fe‑Al合金板材，其特征在于，其由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Ni‑Cr‑Fe‑

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制备而成；

其中，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的屈服强度＞220  MPa，抗拉强度＞590  MPa，伸长率

＞60%；

其中，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平均晶粒度为2‑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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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及Ni‑Cr‑Fe‑Al合金板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镍基合金板材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Ni‑Cr‑Fe‑Al合金板材热

处理方法及Ni‑Cr‑Fe‑Al合金板材。

背景技术

[0002] 镍基合金具有良好的高温强度、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能

源、机械、环保等行业，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军工不可或缺的一类极其重要的材料。镍基合金

板材生产工艺流程长、质量要求高、工艺控制要求复杂。在镍基合金板材生产过程中，由于

其对热处理工艺比较敏感，经常出现混晶、力学性能不合等问题。本发明针对高温条件下长

期服役、使用量最为广泛的一种Ni‑Cr‑Fe‑Al镍基合金板材开展研究工作，重点解决其综合

性能差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了一种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

方法及Ni‑Cr‑Fe‑Al合金板材。

[0004] 具体的，本发明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包括：将所述Ni‑Cr‑Fe‑Al合

金板材于1120‑1180℃温度下进行固溶热处理15min以上。

[0005] 上述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当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的厚度小

于10mm时，所述固溶热处理的温度为1120‑1140℃，时长为15‑20min；当所述Ni‑Cr‑Fe‑Al合

金板材的厚度在10mm以上并小于30mm时，所述固溶热处理的温度为1140‑1160℃，时长为

20‑30min；当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的厚度在30mm以上时，所述固溶热处理的温度为

1160‑1180℃，时长为35min以上。

[0006] 上述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Ni‑Cr‑Fe‑Al合

金板材包括：C≤0.100％，Si≤0.50％，Mn≤1.00％，P≤0.030％，S≤0.015％，Cr  21.00％‑

25.00％，Ni  58.00％‑63.00％，Cu≤1.00％，Al  1.00％‑1.70％及余量的Fe和不可避免的

杂质。

[0007] 上述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还包括：采用VIM+ESR方法冶炼得到Ni‑

Cr‑Fe‑Al合金铸坯。

[0008] 上述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还包括：轧制所述Ni‑Cr‑Fe‑Al合金铸

坯，其中，加热温度控制在1180‑1220℃，终轧温度≥850℃。

[0009] 另一方面，本发明的Ni‑Cr‑Fe‑Al合金板材，由上述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

理方法制备而成。

[0010] 上述的Ni‑Cr‑Fe‑Al合金板材，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的屈服强度＞220MPa，

抗拉强度＞590MPa，伸长率＞60％。

[0011] 上述的Ni‑Cr‑Fe‑Al合金板材，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平均晶粒度为2‑4级。

[0012]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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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1)本发明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可以更加准确的控制板材的晶粒

组织及综合力学性能；

[0014] (2)本发明的Ni‑Cr‑Fe‑Al合金板材，厚度方向晶粒组织均匀，板材延伸率及面缩

率高，高温下长期服役稳定。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了充分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及功效，通过下述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详

细说明。本发明的工艺方法除下述内容外，其余均采用本领域的常规方法或装置。下述名词

术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均具有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

[0016] 具体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具体讲是指如何通

过工艺控制，从而对板材综合性能进行有效控制。

[0017] 本发明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包括：将Ni‑Cr‑Fe‑Al合金板材于

1120‑1180℃温度下进行固溶热处理15min以上，优选为15‑60min。借此，可以更加准确的控

制板材的晶粒组织及综合力学性能。

[0018] Ni‑Cr‑Fe‑Al合金板材的厚度对所述固溶热处理的温度和时长均具有明显影响。

在一些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Ni‑Cr‑Fe‑Al合金板材热处理方法根据Ni‑Cr‑Fe‑Al合

金板材的厚度不同而不同，即：

[0019] (1)当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的厚度小于10mm时，所述固溶热处理的温度为

1120‑1140℃，时长为15‑20min；

[0020] (2)当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的厚度在10mm以上并小于30mm时，所述固溶热处

理的温度为1140‑1160℃，时长为20‑30min；

[0021] (3)当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的厚度在30mm以上时，所述固溶热处理的温度为

1160‑1180℃，时长为35min以上。

[0022] 经大量实践证明，当Ni‑Cr‑Fe‑Al合金板材的固溶热处理制度不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时，均不能得到优异的晶粒组织和力学性能，具体的，如：当板材厚度6mm时，固溶热处

理选择1100℃，时间25min，实测晶粒度2‑7级，并且处于未完全静态再结晶及混晶状态，级

差达到5级，实测伸长率41％，延伸率差。当板材厚度22mm时，固溶热处理选择1160℃，时间

40min，实测主要晶粒度7级，次要晶粒度0级，极差达到了7级，处于混晶状态。当板材厚度

50mm时，固溶热处理选择1190℃，时间40min，实测晶粒度0‑00级，屈服强度198Mpa，强度不

合。

[0023] 其中，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C≤0 .100％，Si≤

0 .50％，Mn≤1 .00％，P≤0 .030％，S≤0 .015％，Cr  21 .00％‑25 .00％，Ni  58 .00％‑

63.00％，Cu≤1.00％，Al  1.00％‑1.70％及余量的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24] 优选的，为了保证合金的冶金纯净度及综合质量，本发明的Ni‑Cr‑Fe‑Al合金板材

的铸坯采用VIM+ESR方法冶炼而得。

[0025] 本领域中，VIM+ESR为真空感应冶炼+电渣重熔。

[0026] 可选的，采用VIM+ESR方法冶炼Ni‑Cr‑Fe‑Al合金时的工艺参数为本领域现有的，

本申请在此不做具体限定。

[0027] 优选的，在轧制Ni‑Cr‑Fe‑Al合金铸坯时，坯料加热温度为1180‑1220℃，终轧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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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0028] 在轧制Ni‑Cr‑Fe‑Al合金铸坯过程中，当坯料加热温度低于1180℃时，由于轧制温

度低，板材动态再结晶发生不完全，组织不易控制；当坯料加热温度高于1220℃时，合金的

热塑性急剧降低，第一道次轧制易开裂；当终轧温度小于850℃时，变形抗力显著提升，板材

易出现轧制裂纹，板型差。

[0029] 可选的，所述Ni‑Cr‑Fe‑Al合金铸坯的轧制道次及变形率均为本领域现有的，本申

请在此不做具体限定。

[0030]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Ni‑Cr‑Fe‑Al合金板材，其由上述的Ni‑Cr‑Fe‑Al合

金板材热处理方法制备而成。

[0031] 其中，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C≤0 .100％，Si≤

0 .50％，Mn≤1 .00％，P≤0 .030％，S≤0 .015％，Cr  21 .00％‑25 .00％，Ni  58 .00％‑

63.00％，Cu≤1.00％，Al  1.00％‑1.70％及余量的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32] 其中，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的屈服强度＞220MPa，抗拉强度＞590MPa，伸长

率＞60％。

[0033] 其中，所述Ni‑Cr‑Fe‑Al合金板材平均晶粒度为2‑4级。

[0034] 本发明的Ni‑Cr‑Fe‑Al合金板材通过特定的热处理方法处理后，板材厚度方向晶

粒组织均匀，板材延伸率及面缩率高，高温下长期服役稳定。

[0035] 实施例

[0036] 下面通过实施例的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并不因此将本发明限制在所述的实

施例范围之中。下列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的实验方法，按照常规方法和条件。

[0037] 其中，各实施例Ni‑Cr‑Fe‑Al合金板材成分含量(％)见下表。

[0038]

[0039]

[0040] 实施例1

[0041] 采用VIM+ESR工艺获得镍基合金铸锭，其实际成分见上表。铸锭坯料加热温度1190

℃，终轧温度900℃，成品板尺寸22*2500*6500mm。选择热处理工艺为1140℃‑25min。获得板

材力学性能为：屈服强度＝235Mpa、抗拉强度＝612Mpa、伸长率＝62％、面缩率＝72％，满足

标准要求(标准要求：屈服强度≥205Mpa、抗拉强度≥550Mpa、伸长率≥30％、面缩无要求)。

板材厚度方向组织均匀，平均晶粒度3级。

[0042] 实施例2

[0043] 采用VIM+ESR工艺获得镍基合金铸锭，其实际成分见上表。铸锭坯料加热温度1195

℃，终轧温度890℃，成品板尺16*2000*6000mm。选择热处理工艺为1150℃‑20min。获得板材

力学性能为：屈服强度＝231Mpa、抗拉强度＝609Mpa、伸长率＝63％、面缩率＝71％，满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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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要求(标准要求：屈服强度≥205Mpa、抗拉强度≥550Mpa、伸长率≥30％、面缩无要求)。板

材厚度方向组织均匀，平均晶粒度4级。

[0044] 实施例3

[0045] 采用VIM+ESR工艺获得镍基合金铸锭，其实际成分见上表。铸锭坯料加热温度1200

℃，终轧温度910℃，成品板尺寸50*1600*4500mm。选择热处理工艺为1160℃‑35min。获得板

材力学性能为：屈服强度＝221Mpa、抗拉强度＝590Mpa、伸长率＝64％、面缩率＝71％，满足

标准要求(标准要求：屈服强度≥205Mpa、抗拉强度≥550Mpa、伸长率≥30％、面缩无要求)。

板材厚度方向组织均匀，平均晶粒度2级。

[0046] 实施例4

[0047] 采用VIM+ESR工艺获得镍基合金铸锭，其实际成分见上表。铸锭坯料加热温度1200

℃，终轧温度900℃，成品板尺寸6*1500*6000mm。选择热处理工艺为1140℃‑20min。获得板

材力学性能为：屈服强度＝247Mpa、抗拉强度＝622Mpa、伸长率＝59％、面缩率＝67％，满足

标准要求(标准要求：屈服强度≥205Mpa、抗拉强度≥550Mpa、伸长率≥30％、面缩无要求)。

板材厚度方向组织均匀，平均晶粒度4级。

[0048] 对比例1

[0049] 采用VIM+ESR工艺获得镍基合金铸锭，其成分与实施例1相同。铸锭坯料加热温度

1190℃，终轧温度900℃，成品板尺寸22*2500*6500mm。选择热处理工艺为1160℃‑40min。获

得板材力学性能为：屈服强度＝221Mpa、抗拉强度＝608Mpa、伸长率＝46％、面缩率＝51％，

虽然满足标准要求(标准要求：屈服强度≥205Mpa、抗拉强度≥550Mpa、伸长率≥30％、面缩

无要求)，但是实测主要晶粒度7级，次要晶粒度0级，极差达到了7级，处于混晶状态，将会对

后期服役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0050] 对比例2

[0051] 采用VIM+ESR工艺获得镍基合金铸锭，其成分与实施例1相同。铸锭坯料加热温度

1195℃，终轧温度890℃，成品板尺16*2000*6000mm。选择热处理工艺为1120℃‑25min。获得

板材力学性能为：屈服强度＝279Mpa、抗拉强度＝651Mpa、伸长率＝25％、面缩率＝38％，不

满足标准要求(标准要求：屈服强度≥205Mpa、抗拉强度≥550Mpa、伸长率≥30％、面缩无要

求)。

[0052] 对比例3

[0053] 采用VIM+ESR工艺获得镍基合金铸锭，其成分与实施例1相同。铸锭坯料加热温度

1200℃，终轧温度910℃，成品板尺寸50*1600*4500mm。选择热处理工艺为1190℃‑40min。获

得板材力学性能为：屈服强度＝198Mpa、抗拉强度＝544Mpa、伸长率＝66％、面缩率＝67％，

不满足标准要求(标准要求：屈服强度≥205Mpa、抗拉强度≥550Mpa、伸长率≥30％、面缩无

要求)。并且实测晶粒度0‑00级。

[0054] 对比例4

[0055] 采用VIM+ESR工艺获得镍基合金铸锭，其成分与实施例1相同。铸锭坯料加热温度

1200℃，终轧温度900℃，成品板尺寸6*1500*6000mm。选择热处理工艺为1100℃‑25min。获

得板材力学性能为：屈服强度＝322Mpa、抗拉强度＝647Mpa、伸长率＝41％、面缩率＝32％，

虽然满足标准要求(标准要求：屈服强度≥205Mpa、抗拉强度≥550Mpa、伸长率≥30％、面缩

无要求)，但是实测晶粒度2‑7级，并且处于未完全静态再结晶及混晶状态，级差达到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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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本发明在上文中已以优选实施例公开，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理解的是，这些

实施例仅用于描绘本发明，而不应理解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应注意的是，凡是与这些实施

例等效的变化与置换，均应视为涵盖于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所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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