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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将钛

铝合金铸锭头、尾切除，然后将铸锭表面及头、尾

端面车光，用高硅氧布将钛铝合金铸锭包裹后放

入包套内，获得包套挤压坯料；将包套挤压坯料

加热后放入玻璃防护润滑剂中粘涂均匀后，进行

挤压，降温，去除包套后获得钛铝合金棒材。由于

加热温度高，挤压润滑材料很难耐受如此高的温

度，本发明将润滑材料玻璃防护润滑剂在加热结

束后滚动涂抹，保证挤压过程中的润滑效果，另

外也对包套材料进行降温，以使包套材料和钛铝

合金的变形抗力保持一致，保证后续的挤压过程

顺利进行。钛铝合金铸锭被包裹在包套材料中

间，在挤压变形过程中均受到压应力的作用，这

种应力状态可充分发挥材料的塑性，抑制裂纹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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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采用真空自耗电弧熔炼方法制备钛铝合金铸锭；

步骤二：将步骤一制备的钛铝合金铸锭头、尾切除100～150mm，然后将铸锭表面及头、

尾端面车光，表面粗糙度≤1.6μm；铸锭头尾端面的低倍组织为放射状枝晶组织且无裂纹；

步骤三：用高硅氧布将步骤二中的钛铝合金铸锭6包裹后放入包套内，获得包套挤压坯

料；

步骤四：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加热炉中加热，加热温度为1300～1400℃，保温4～5h；

步骤五：保温结束后，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玻璃防护润滑剂中滚动2～3次，坯料表面玻

璃防护润滑剂粘涂均匀后，进行挤压，挤压后降温，然后去除包套后获得钛铝合金棒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

中，熔炼次数为三次，第三次熔炼时将坩埚冷却水温控制在40～45℃，铸锭冷却时间为1～

1.5h，铸锭出炉后用保温棉包裹，缓冷至室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

中，若铸锭头尾端面的低倍组织不满足放射状枝晶组织且无裂纹的条件，则进行切除直至

满足条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

中，高硅氧布的厚度为0.5～1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

中，包套挤压坯料长度为300～40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

中，包套包括筒体(3)、顶盖(1)和底盖(4)，顶盖(1)设置在筒体(3)顶部，底盖(4)设置在筒

体(3)底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筒体(3)

厚度为19～25mm；顶盖(1)为锥形结构，锥度为120度，厚度为60～80mm，顶盖(1)上开设有通

气孔(2)；底盖(4)厚度为30～40mm。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顶盖

(1)、底盖(4)圆柱面上沿周向设置有宽2～3mm、厚0.5～1.5mmmm的环形筋(7)。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

中，包套与钛铝铸锭接触的面表面粗糙度≤1.6μm，其余面表面粗糙度为6.3～12.6μm；包套

材料为钛或钛合金。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挤压比

为3～4的挤压，挤压速度为3～10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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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合金材料及其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钛铝合金属于金属间化合物，由于其原子的长程有序排列和原子间金属键与共价

键的共存性，使其可能兼有金属的塑性和陶瓷的高温强度。钛铝合金的弹性模量、抗蠕变性

能等与目前航空航天发动机大量使用的镍基高温合金相当，而钛铝合金的密度仅为镍基高

温合金的一半甚至更低，而且其使用温度有望达到900℃。钛铝合金是650℃～1000℃最佳

的候选材料，有望在航空发动机、航天发动机、超高音速飞行器壳体、翼面等高温部件的制

造领域获得工程应用，已部分或全部替代目前大量使用的高密度镍基、铁基、钴基高温合金

材料。由于钛铝合金的这些优势，使其在航空航天发动机用材中得到了高度重视。

[0003] 但是，钛铝合金是一种有序金属间化合物，具备有序金属间化合物的特点即本质

脆性，其本质脆性决定了钛铝合金的室温塑性和断裂韧性很低，室温拉伸延伸率不足1％即

会断裂。由于本质脆性导致其热加工性能非常差，极易开裂，所以钛铝合金的热加工成型难

度很大，已经成为目前制约钛铝合金工程应用研究和推广应用的主要技术瓶颈问题，要想

钛铝合金获得工程化应用，首先要解决其热加工过程中的开裂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钛铝合金热加工过程中开裂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钛铝合

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便于经济的对钛铝合金铸锭进行热加工。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钛铝合金棒材包套挤压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一：采用真空自耗电弧熔炼方法制备钛铝合金铸锭；

[0008] 步骤二：将步骤一制备的钛铝合金铸锭头、尾切除100～150mm，然后将铸锭表面及

头、尾端面车光，表面粗糙度≤1.6μm；铸锭头尾端面的低倍组织为放射状枝晶组织且无裂

纹；

[0009] 步骤三：用高硅氧布将步骤二中的钛铝合金铸锭6包裹后放入包套内，获得包套挤

压坯料；

[0010] 步骤四：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加热炉中加热，加热温度为1300～1400℃，保温4～

5h；

[0011] 步骤五：保温结束后，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玻璃防护润滑剂中滚动2～3次，坯料表

面玻璃防护润滑剂粘涂均匀后，进行挤压，挤压后降温，然后去除包套后获得钛铝合金棒

材。

[0012]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一中，熔炼次数为三次，第三次熔炼时将坩埚冷却

水温控制在40～45℃，铸锭冷却时间为1～1.5h，铸锭出炉后用保温棉包裹，缓冷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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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二中，若铸锭头尾端面的低倍组织不满足放射状

枝晶组织且无裂纹的条件，则进行切除直至满足条件。

[0014]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三中，高硅氧布的厚度为0.5～1mm。

[0015]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三中，包套挤压坯料长度为300～400mm。

[0016]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三中，包套包括筒体、顶盖和底盖，顶盖设置在筒

体顶部，底盖设置在筒体底部。

[0017]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筒体厚度为19～25mm；顶盖为锥形结构，锥度为120度，

厚度为60～80mm，顶盖上开设有通气孔(2)；底盖厚度为30～40mm。

[0018]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在顶盖、底盖圆柱面上沿周向设置有宽2～3mm、厚0.5

～1.5mmmm的环形筋。

[0019]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步骤三中，包套与钛铝铸锭接触的面表面粗糙度≤1.6

μm，其余面表面粗糙度为6.3～12.6μm；包套材料为钛或钛合金。

[0020]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挤压比为3～4的挤压，挤压速度为3～10mm/s。

[0021]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挤压的具体过程为：先将坯料顶盖对准挤压模具内腔，

挤压杆从坯底盖一端推送坯料出穿出挤压模具，完成挤压的钛铝合金棒材用保温棉包裹缓

冷至室温。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1)由于加热温度高，挤压润滑材料很难耐受如此高的温度，本发明创造性的将润

滑材料玻璃防护润滑剂在加热结束后滚动涂抹，保证挤压过程中的润滑效果，另外也对包

套材料进行降温，以使包套材料和钛铝合金的变形抗力保持一致，保证后续的挤压过程顺

利进行。

[0024] 2)钛铝合金铸锭被包裹在包套材料中间，在挤压变形过程中均受到压应力的作

用，这种应力状态可充分发挥材料的塑性，抑制裂纹的产生。

[0025] 3)本发明的制备方法简单、工艺过程易于产业化，制备的钛铝合金棒材还可采用

本发明的方法再进行一次包套挤压，获得晶粒更细小、规格更小的棒材。

[0026] 进一步的，铸锭采用真空自耗电弧炉生产，由于坩埚的水冷作用，制备的铸锭中间

部分金相组织为单一的放射状枝晶组织，将铸锭头、尾金相组织不一致的部分去除后进行

热加工可防止因晶粒取向不同在热加工过程中出现裂纹。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铸锭低倍组织。

[0028] 图2为包套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制备的棒材的实物图。

[0030] 图中，1为顶盖，2为通气孔，3为筒体，4为底盖，5为高硅氧布，6为钛铝合金铸锭，7

为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2] 步骤一：采用真空自耗电弧熔炼方法制备钛铝合金铸锭，熔炼次数为三次，熔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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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用常规钛合金熔炼方法，特别的是第三次熔炼时必须将坩埚冷却水温控制在40～45

℃，铸锭冷却时间1～1.5h，铸锭出炉后快速用保温棉包裹，缓冷至室温。

[0033] 步骤二：将步骤一制备的钛铝合金铸锭头、尾切除100～150mm，然后将铸锭表面及

头、尾端面车光，表面粗糙度≤1.6μm。对铸锭头尾端面进行低倍观察，低倍组织应为放射状

枝晶组织且无裂纹(见图1)，低倍组织不符合要求时需再进行切除直至低倍组织符合要求。

[0034] 步骤三：制作包套，参见图2，包套包括筒体3和顶盖1、底盖4，其中筒体3厚度为19

～25mm，顶盖1为锥形结构，锥度120度，厚度为60～80mm，顶盖1上留有通气孔2，底盖4厚度

为30～40mm，在顶盖1、底盖4的圆柱面上加工出宽2～3mm、厚0.5～1.5mmmm的筋7。筋7沿圆

柱面周向设置有一圈，即筋7为环形，作用是利于涂覆玻璃防护润滑剂；包套与钛铝合金铸

锭接触的面表面粗糙度≤1.6μm，其余面表面粗糙度6.3～12.6μm之间，包套材料为钛或钛

合金。

[0035] 步骤四：用厚度为0.5～1mm的高硅氧布5将步骤二准备的钛铝合金铸锭6包裹后放

入步骤三准备的筒体3内，并将底盖4、顶盖1焊接在筒体3上，获得包套挤压坯料，坯料长度

控制在300～400mm。其中，高硅氧布5主要起隔热作用以及便于包套的分离。

[0036] 步骤五：将步骤4制备好的包套挤压坯放入加热炉中加热，加热温度为1300～1400

℃，保温4～5h。

[0037] 步骤六：保温结束后，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玻璃防护润滑剂中滚动2

～3次，坯料表面玻璃防护润滑剂粘涂均匀后，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挤压机中进行挤压比为

3～4的挤压，挤压速度为3～10mm/s。挤压过程为先将坯料顶盖对准挤压模具内腔，挤压杆

从坯底盖一端推送坯料出穿出挤压模具，完成挤压的钛铝合金棒材用保温棉包裹缓冷至室

温。

[0038] 步骤七：将步骤六获得的棒材去除包套后获得成品棒材，棒材实物见图3。

[0039] 下面为具体实施例。

[0040] 实施例1

[0041] 以制备Ti48Al2Cr2Nb合金棒材为例，其制备步骤如下：

[0042] 步骤一：采用真空自耗电弧熔炼方法制备Ti48Al2Cr2Nb合金铸锭，前两次熔炼采

用常规方法进行熔炼，第三次熔炼时冷却水温控制在45℃，冷却时间1h，出炉后用保温棉包

裹冷却至室温，制备的Ti48Al2Cr2Nb合金铸锭规格为Φ210mm。

[0043] 步骤二：将步骤一制备的铸锭头、尾切除100mm并扒皮至Φ200mm，铸锭表面粗糙度

≤1.6μm，检查头、尾端面低倍组织，低倍组织为放射状枝晶组织时，从铸锭上切取250mm长

度作为挤压坯料，参见图1。

[0044] 步骤三：制作包套，参见图2，包套筒体3规格：外径 内径 高度251mm；

顶盖1规格：厚70mm，椎体上端面直径125mm，锥度120度，下端面直径250mm，中心开

孔；底盖4直径250mm，厚度40mm，顶盖和底盖圆柱面上分布有宽2mm，厚1mm的筋7。

[0045] 步骤四：将步骤二制备的Φ200×250mm钛铝合金铸锭6用厚0.5mm的高硅氧布5包

裹后放入步骤三制备的筒体3中，并将顶盖1、底盖4焊接在筒体上，获得Φ250×360mm的包

套挤压坯料。

[0046] 步骤五：将步骤四获得的包套挤压坯料放入加热炉中加热，加热温度1380℃，保温

时间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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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步骤六：保温结束后，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玻璃防护润滑剂中来回滚动2次，坯料

表面玻璃防护润滑剂粘涂均匀后，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挤压模具中进行挤压，挤压比为4，

挤压速度为5mm/s。挤压出的Φ125×1450mm规格棒材用保温棉包裹缓冷至室温。

[0048] 步骤七：将步骤六获得棒材去除包套后获得Φ95×1000mm规格Ti48Al2Cr2Nb合金

棒材，参见图3。

[0049] 实施例2

[0050] 以制备Ti47Al2Cr2Nb合金棒材为例，其制备步骤如下：

[0051] 步骤一：采用真空自耗电弧熔炼方法制备Ti47Al2Cr2Nb合金铸锭，前两次熔炼采

用常规方法进行熔炼，第三次熔炼时冷却水温控制在45℃，冷却时间1h，出炉后用保温棉包

裹冷却至室温，制备的Ti47Al2Cr2Nb合金铸锭规格为Φ120mm。

[0052] 步骤二：将步骤一制备的铸锭头、尾切除100mm并扒皮至Φ110mm，铸锭表面粗糙度

≤1.6μm，检查头、尾端面低倍组织，低倍组织为放射状枝晶组织时，从铸锭上切取250mm长

度作为挤压坯料。

[0053] 步骤三：制作包套，筒体规格：外径 内径 高度251mm；顶盖规格：

厚70mm，椎体上端面直径85mm，锥度120度，下端面直径150mm，中心开 孔；底盖直径

150mm，厚度40mm，顶盖和底盖圆柱面上分布有宽2mm，厚1mm的筋。

[0054] 步骤四：将步骤二制备的Φ110×250mm钛铝合金铸锭用厚0.5mm的高硅氧布包裹

后放入步骤三制备的筒体中，并将顶盖、底盖焊接在筒体上，获得Φ150×360mm的包套挤压

坯料。

[0055] 步骤五：将步骤四获得的包套挤压坯料放入加热炉中加热，加热温度1350℃，保温

时间4h；

[0056] 步骤六：保温结束后，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玻璃防护润滑剂中来回滚动2次，坯料

表面玻璃防护润滑剂粘涂均匀后，将坯料放入挤压模具中进行挤压，挤压比为3，挤压速度

10mm/s，挤压获得Φ85×1120mm规格棒材用保温棉包裹缓冷至室温。

[0057] 步骤七：将步骤六获得棒材去除包套后获得Φ57×760mm规格Ti47Al2Cr2Nb合金

棒材。

[0058] 实施例3

[0059] 以制备Ti47.5Al2.5V1Cr合金棒材为例，其制备步骤如下：

[0060] 步骤一：采用真空自耗电弧熔炼方法制备Ti47.5Al2.5V1Cr合金铸锭，前两次熔炼

采用常规方法进行熔炼，第三次熔炼时将冷却水温控制在40℃，冷却时间1h，出炉后用保温

棉包裹冷却至室温，制备的Ti47.5Al2.5V1Cr合金铸锭规格为Φ160mm。

[0061] 步骤二：将步骤一制备的铸锭头、尾切除100mm并扒皮至Φ150mm，铸锭表面粗糙度

≤1.6μm，检查头、尾端面低倍组织，低倍组织为放射状枝晶组织时，从铸锭上切取250mm长

度作为挤压坯料。

[0062] 步骤三：制作包套，筒体规格：外径 内径 高度251mm；顶盖规格：

厚70mm，椎体上端面直径95mm，锥度120度，下端面直径190mm，中心开 孔；底盖直径

190mm，厚度40mm，顶盖和底盖圆柱面上分布有宽2mm，厚1mm的筋。

[0063] 步骤四：将步骤二制备的Φ150×250mm钛铝合金铸锭用厚0.5mm的高硅氧布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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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放入步骤三制备的筒体中，并将顶盖、底盖焊接在筒体上，获得Φ190×360mm的包套挤压

坯料。

[0064] 步骤五：将步骤四获得的包套挤压坯料放入加热炉中加热，加热温度1300℃，保温

时间4h；

[0065] 步骤六：保温结束后，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玻璃防护润滑剂中来回滚动2次，坯料

表面玻璃防护润滑剂粉粘涂涂均匀后，将坯料放入挤压模具中进行挤压，挤压比为4，挤压

速度8mm/s，将挤压获得的Φ95×1450mm规格棒材用保温棉包裹缓冷至室温。

[0066] 步骤七：将步骤六获得棒材去除包套后获得Φ7 0× 1 0 0 0 m m棒材规格

Ti47.5Al2.5V1Cr合金棒材。

[0067] 实施例4

[0068] 以制备Ti48Al7Nb2.5V1Cr合金棒材为例，其制备步骤如下：

[0069] 步骤一：采用真空自耗电弧熔炼方法制备Ti48Al7Nb2.5V1Cr合金铸锭，前两次熔

炼采用常规方法进行熔炼，第三次熔炼将时冷却水温控制在40℃，冷却时间1.5h，出炉后用

保温棉包裹冷却至室温，制备的Ti48Al7Nb2.5V1Cr合金铸锭规格为Φ280mm。

[0070] 步骤二：将步骤一制备的铸锭头、尾切除100mm并扒皮至Φ270mm，铸锭表面粗糙度

≤1.6μm，检查头、尾端面低倍组织，低倍组织为放射状枝晶组织时，从铸锭上切取270mm长

度作为挤压坯料。

[0071] 步骤三：制作包套，筒体规格：外径 内径 高度271mm；顶盖规格：厚

80mm，椎体上端面直径160mm，锥度120度，下端面直径320mm，中心开 孔；底盖直径

320mm，厚度50mm，顶盖和底盖圆柱面上分布有宽2mm，厚1mm的筋。

[0072] 步骤四：将步骤二制备的Φ270×270mm钛铝合金铸锭用厚0.5mm的高硅氧布包裹

后放入步骤三制备的筒体中，并将顶盖、底盖焊接在筒体上，获得Φ320×400mm的包套挤压

坯料。

[0073] 步骤五：将步骤四获得的包套挤压坯料放入加热炉中加热，加热温度1400℃，保温

时间5h。

[0074] 步骤六：保温结束后，将包套挤压坯料放入玻璃防护润滑剂中来回滚动2次，坯料

表面玻璃防护润滑剂粘涂均匀后，将坯料放入挤压模具中进行挤压，挤压比为4，挤压速度

3mm/s，将挤压获得的Φ160×1600mm规格棒材用保温棉包裹缓冷至室温。

[0075] 步 骤 七 ：将步 骤六获 得 棒材 去除 包 套 后获 得 Φ 1 3 0 × 1 0 5 0 m m 规 格

Ti48Al7Nb2.5V1Cr合金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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