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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所述制备

方法步骤包括：一、合金坯料制备；二、将坯料置

于包套内封焊；三、高温轧制，将加热炉升温至轧

制温度，轧制温度在B2单相区或α2+B2+O三相区

内；将包有坯料的包套放入加热炉中首次保温；

将首次保温后的包套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

机上进行第一道次轧制；如此往复回炉保温多道

次轧制；将最后一次保温后的轧件取出进行最后

一道次轧制，轧件空冷，得到带有包套的合金板

材；四、去除合金板材的包套，得到合金板材。本

发明采用放电等离子烧结法制备组织均匀的坯

料，且采用包套轧制法制备板材，无需后续热处

理过程即可获得具有良好综合力学性能的合金

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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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步骤包括：

一、合金坯料制备

利用放电等离子烧结法制备Ti2AlNb合金坯料，预合金粉在高于B2单相区10℃‑50℃的

范围进行放电等离子烧结，烧结温度为1040℃‑1080℃，烧结压力控制在20MPa‑80MPa，保压

时间控制在10min‑30min，烧结完毕后机械加工得到坯料；

二、将坯料置于包套内封焊

将坯料打磨至粗糙度为Ra0.5‑Ra1，并喷涂厚度为0.05mm‑0.1mm的防氧化剂，然后放入

包套中，将包套封焊，打磨因焊接引起的凸起，得到包有坯料的包套；其中，包套的上下面的

厚度为0.5mm以上，侧面厚度为3mm以上；

三、高温轧制

①将加热炉升温至轧制温度1030℃，轧制温度在B2单相区或α2+B2+O三相区内；

②将包有坯料的包套放入加热炉中首次保温，保温时间为10min‑60min；

③将首次保温后的包套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一道次轧制；

④将第一道次轧制所得的轧件回炉保温一段时间；

⑤将二次保温后的轧件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二道次轧制；

⑥如此往复回炉保温多道次轧制；

⑦将最后一次保温后的轧件取出进行最后一道次轧制，最后轧制后轧件空冷，得到带

有包套的合金板材；

其中，后续保温时间为首次保温时间的1/4‑1/2，轧辊线速度为0.2m/s‑1m/s，单道次变

形量为5％‑50％；总变形量为30％‑80％；

四、去除包套

利用剪板机去除四个侧面的包套，得到Ti2AlNb合金板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所述预合金

粉由气雾化制备，烧结过程中烧结压力控制在40MPa‑80MPa，保压时间控制在10min‑30min。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烧结温度

为1040℃‑1080℃，烧结压力控制在50MPa‑60MPa，保压时间控制在10min‑20min。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预合

金粉成分为Ti‑20Al‑25Nb，烧结温度为1060℃，烧结压力为50MPa，保压时间为10min。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利用机械

加工制备出长方形坯料，步骤二中包套的上下两个面的厚度为1.5mm，四个侧面厚度为3m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首次保温时间为

15min。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后续保温时间为

7min，轧辊线速度为0.3m/s，单道次变形量为42％，进行两道次轧制。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后续保温时间为首

次保温时间的7min，轧辊线速度为0.3m/s，单道次变形量为30％，进行三道次轧制。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后续保温时间为首

次保温时间的7min，轧辊线速度为0.3m/s，单道次变形量为5％‑50％，进行四道次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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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温结构材料加工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为保证航空航天领域高速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飞行器等关键零件的使用性能，

这对关键零件使用的高温结构材料性能提出更高要求。Ti2AlNb合金因具有较高的比强度

和良好高温性能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该合金内部金属间化合物的本征脆性使其应用受到

一定限制。因此，如何提高Ti2AlNb合金的塑性逐渐成为研究焦点。传统Ti2AlNb合金板材是

利用铸造、轧制和后续热处理工艺结合制备。使用传统轧制工艺制备的Ti2AlNb合金板材的

综合力学性能欠佳，主要是因为利用铸造法制备的Ti2AlNb合金成分易偏析，且合金在轧制

过程中容易开裂；为获得成分均匀的板材，轧制后需对板材进行复杂的后续热处理工序，又

会引起板材组织粗大等问题。

[0003] 目前，已有关于通过控制挤压、锻造和轧制的变形量和温度，而后采用改变后续热

处理温度及时间等改善Ti2AlNb合金的综合力学性能的报道，整个工艺流程繁琐，不易控

制。与铸造方法相比，粉末冶金法可制备的材料组织更加均匀。因此，近年来已有学者展开

粉末冶金法制备Ti2AlNb合金并通过大变形改善合金性能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将预合金

粉以及元素粉通过热压烧结法、放电等离子烧结法以及热等静压法制备合金坯料，获得了

组织均匀的坯料，然而未变形处理的坯料综合力学性能欠佳。目前，已有研究发现放电等离

子烧结法可高效的制备出成分均匀，组织细小的合金坯料，但尚未见有关于Ti2AlNb合金放

电等离子烧结后轧制制备Ti2AlNb合金板材的报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克服现有技术不足，提供一种无需后续热处理的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

方法，该方法制备的坯料组织均匀，最终制得的板材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步骤包括：

[0006] 一、合金坯料制备

[0007] 利用放电等离子烧结法制备Ti2AlNb合金坯料，预合金粉在高于B2单相区10℃‑50

℃的范围进行放电等离子烧结，烧结压力控制在20MPa‑80MPa，保压时间控制在10min‑

30min，烧结完毕后机械加工得到坯料；

[0008] 二、将坯料置于包套内封焊

[0009] 将坯料打磨至粗糙度为Ra0.5‑Ra1，并喷涂厚度为0.05mm‑0.1mm的防氧化剂，然后

放入包套中，将包套封焊，打磨因焊接引起的凸起，得到包有坯料的包套；其中，包套的上下

面的厚度为0.5mm以上，侧面厚度为3mm以上；

[0010] 三、高温轧制

[0011] ①将加热炉升温至轧制温度，轧制温度在B2单相区或α2+B2+O三相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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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②将包有坯料的包套放入加热炉中首次保温，保温时间为10min‑60min；

[0013] ③将首次保温后的包套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一道次轧制；

[0014] ④将第一道次轧制所得的轧件回炉保温一段时间；

[0015] ⑤将二次保温后的轧件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二道次轧制；

[0016] ⑥如此往复回炉保温多道次轧制；

[0017] ⑦将最后一次保温后的轧件取出进行最后一道次轧制，最后轧制后轧件空冷，得

到带有包套的合金板材；

[0018] 其中，后续保温时间为首次保温时间的1/4‑1/2，轧辊线速度为0.2m/s‑1m/s，单道

次变形量为5％‑50％；总变形量为30％‑80％；

[0019] 四、去除包套

[0020] 去除合金板材的包套，得到Ti2AlNb合金板材。

[0021]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是：

[0022] 本发明采用放电等离子烧结法制备组织均匀的Ti2AlNb原始坯料，并且采用包套

轧制法制备板材，无需后续热处理过程即可获得具有良好综合力学性能的Ti2AlNb合金板

材。本发明不需要轧制后的热处理工艺，可显著简化板材制备流程，有效避免组织在热处理

过程中的异常长大，从而提升材料综合力学性能，包套去除过程不再需要机械加工，仅需剪

板机即可完成板材与包套的剥离工作，有效地提升了生产效率。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地说明：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实施例中Ti‑20Al‑25Nb预合金粉的形貌图；

[0025] 图2为由实施例制得的包套Ti2AlNb合金板材的实物图；

[0026] 图3为不同实施例中得到的Ti2AlNb合金板材的拉伸应力应变图；

[0027] 图4为不同实施例中得到的Ti2AlNb合金板材与现有文献的性能比对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实施方式的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包括：

[0029] 一、合金坯料制备

[0030] 利用放电等离子烧结法制备Ti2AlNb合金坯料，预合金粉在高于B2单相区10℃‑50

℃的范围进行放电等离子烧结，烧结压力控制在20MPa‑80MPa，保压时间控制在10min‑

30min，烧结完毕后机械加工得到坯料；

[0031] 二、将坯料置于包套内封焊

[0032] 将坯料打磨至粗糙度为Ra0.5‑Ra1，并喷涂厚度为0.05mm‑0.1mm的防氧化剂，然后

放入包套中，将包套封焊，打磨因焊接引起的凸起，得到包有坯料的包套；其中，包套的上下

面的厚度为0.5mm以上，侧面厚度为3mm以上；

[0033] 三、高温轧制

[0034] ①将加热炉升温至轧制温度，轧制温度在B2单相区或α2+B2+O三相区；

[0035] ②将包有坯料的包套放入加热炉中首次保温，保温时间为10min‑60min；

[0036] ③将首次保温后的包套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一道次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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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④将第一道次轧制所得的轧件回炉保温一段时间；

[0038] ⑤将二次保温后的轧件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二道次轧制；

[0039] ⑥如此往复回炉保温多道次轧制；

[0040] ⑦将最后一次保温后的轧件取出进行最后一道次轧制，最后轧制后轧件空冷，得

到带有包套的合金板材；

[0041] 其中，后续保温时间为首次保温时间的1/4‑1/2，轧辊线速度为0.2m/s‑1m/s，单道

次变形量为5％‑50％；总变形量为30％‑80％；

[0042] 四、去除包套

[0043] 去除合金板材的包套，得到Ti2AlNb合金板材。

[0044] 作为一个示例：步骤一中的坯料为利用机械加工制备的长方形坯料，与此对应的

步骤二中包套的上下两个面的厚度为0.5mm以上，四个侧面厚度为3mm以上，包套选用不锈

钢材料，步骤二中防氧化剂为ZrO2或者BN，有防止坯料被氧化和止焊的作用。打磨掉因焊接

引起的凸起，该过程有利于控制后续轧制变形量精度，步骤四中利用剪板机去除四个侧面

的包套，因Ti2AlNb坯料上涂有止焊材料，使用剪板机去除四个侧面的包套后，包套上下两

个平面与合金板材即可分离。与传统机械加工，如铣、车等复杂的包套去除过程相比，该剪

板机去除过程可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步骤一所述预合金粉由气雾化制备，烧结过程中烧结

压力控制在40MPa‑80MPa，保压时间控制在10min‑30min。

[0045] 优选地，步骤一中烧结温度为1040℃‑1080℃，烧结压力控制在50MPa‑60MPa，保压

时间控制在10min‑20min。

[0046] 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地说明本发明制备方法的优越性：

[0047] 一种Ti2AlNb合金板材的制备如下：

[0048] 实施例1

[0049] 一、合金坯料制备

[0050] 预合金粉成分为Ti‑20Al‑25Nb，形貌如图1所示，放电等离子烧结温度为1060℃，

烧结压力为50MPa，保压时间为10min，烧结完毕后，利用机械加工制备出轧制用28mm×28mm 

×3mm长方形坯料；

[0051] 二、将坯料置于包套内封焊

[0052] 选择304不锈钢为包套材料，包套上下面的厚度为1.5mm，侧面厚度为3mm，将坯料

打磨至粗糙度为Ra0.8‑Ra1，而后表面喷涂厚度为0.05mm‑0.1mm的ZrO2或者BN，将坯料置于

包套内，将包套封焊，打磨掉因焊接引起的凸起，得到包有坯料的包套；

[0053] 三、高温轧制

[0054] ①将加热炉升温至1030℃；

[0055] ②将包有坯料的包套放入炉中保温15min；

[0056] ③将首次保温后的包套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进行第一道次轧制，首道次压

下量为42％，轧辊线速度为0.3m/s；

[0057] ④将第一道次轧制所得轧件回炉保温7min；

[0058] ⑤将二次保温后的轧件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二道次轧制，第二道

次压下量为42％，轧辊线速度为0.3m/s；

[0059] ⑥经过2道次轧制后将轧件空冷，获得带有包套的合金板材，如图2所示，可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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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表面光泽，无裂痕；

[0060] 四、去除包套

[0061] 利用剪板机去除包套，而后对所得Ti2AlNb合金板材进行抗拉强度测试，测得板材

抗拉强度为1239MPa，延伸率为6.47％，如图3所示的带有方点的曲线图。

[0062] 实施例2

[0063] 本实施例的步骤一和步骤二与实施例1相同，不再敖述，不同的是步骤三和步骤

四：

[0064] 三、高温轧制

[0065] ①将加热炉升温至1030℃；

[0066] ②将包有坯料的包套放入加热炉中保温15min；

[0067] ③将首次保温后的包套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进行第一道次轧制，首道次压

下量为30％，轧辊线速度为0.3m/s；

[0068] ④将第一道次轧制所得轧件回炉保温7min；

[0069] ⑤将二次保温后的轧件从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二道次轧制，第二道次压

下量为30％，轧辊线速度为0.3m/s；

[0070] ⑥将第二道次轧制所得轧件回炉保温7min；

[0071] ⑦将三次保温后的轧件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三道次轧制，第三道

次压下量为30％，轧辊线速度为0.3m/s；

[0072] ⑧经过3道次轧制后将轧件空冷，获得带有包套的合金板材。

[0073] 四、去除包套

[0074] 利用剪板机去除包套，而后对所得Ti2AlNb合金板材进行抗拉强度测试，测得板材

抗拉强度为1187MPa，延伸率为7.17％，如图3所示的带有圆点的曲线图。

[0075] 实施例3

[0076] 本实施例的步骤一和步骤二与实施例1和2相同，不再敖述，不同是步骤三和步骤

四；

[0077] 三、高温轧制

[0078] ①将加热炉升温至1030℃；

[0079] ②将包有坯料的包套放入加热炉中保温15min；

[0080] ③将首次保温的包套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进行第一道次轧制，首道次压下

量为  30％，轧辊线速度为0.3m/s；

[0081] ④将第一道次轧制所得轧件回炉保温7min；

[0082] ⑤将二次保温后的包套从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二道次轧制，第二道次压

下量为21％，轧辊线速度为0.3m/s；

[0083] ⑥将第二道次轧制所得轧件回炉保温7min；

[0084] ⑦将三次保温后的轧件从加热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三道次轧制，第三道

次压下量为21％，轧辊线速度为0.3m/s；

[0085] ⑧将第三道次轧制所得轧件回炉保温7min；

[0086] ⑨将四次保温后的轧件从炉中取出后置于轧机上进行第四道次轧制，第四道次压

下量为21％，轧辊线速度为0.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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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⑩经过4道次轧制后将轧件空冷，获得带有包套的合金板材。

[0088] 四、去除包套

[0089] 利用剪板机去除包套，而后对所得Ti2AlNb合金板材进行抗拉强度测试，测得板材

抗拉强度为1122MPa，延伸率为9.49％，如图3所示的带有三角点的曲线图。

[0090] 上述三个实施例通过与现有文献1和文献2对比，文献1：S.EmuraK .Tsuzaki，K. 

Tsuchiya .Improvement  of  room  temperature  ductility  for  Mo  and  Fe  modified 

Ti2AlNb alloy.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528(2010)355–362。

[0091] 文献2：W.Wang，W.Zeng，C.Xue,X.Liang，J.Zhang.Microstructural  evolution，

creep，  and  tensile  behavior  of  a  Ti–22Al–25Nb(at％)orthorhombic 

alloy.Materials  Science&  Engineering  A  603(2014)176–184。

[0092] 经测试三个实施例得到的Ti2AlNb合金板材的强度和韧性的组合较高，如图4所

示，其中：三角点对应曲线中由上至下表示为实施例1、实施例2和实施例3的对应的Ti2AlNb 

合金板材数据，方形点曲线图表示文献1对应的数据，圆形点曲线图表示文献2对应的数据。

[0093] 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案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

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以利用上述揭示的结构及技术内容做

出些许的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案例，均仍属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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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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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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