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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超细晶Ta材及其制备方法。

所述超细晶Ta材的晶粒尺寸小于等于3μm；其极

限强度大于等于410MPa，屈服强度大于等于

300MPa。其制备方法为：对钽源进行电子束熔炼，

铸锭后，在保护气氛下将铸锭进行包套；进行三

维热锻开坯，开坯总变形量65-75％，开坯温度

1150-1250℃；开坯后，脱除包套并进行低-高温

交叉交替轧制；得到超细晶Ta材。本发明工艺简

单，制备的Ta带晶粒均匀，且非常细小，使其具有

有利的强度和塑性以及韧性。本发明所设计和制

备超细晶Ta带用于备电子、冶金、钢铁、化工、硬

质合金、原子能、超导技术、汽车电子、航空航天、

医疗卫生和科学研究等高新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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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细晶Ta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细晶Ta材的晶粒尺寸小于等于3μm；所述超细

晶Ta材通过下述步骤制备：

将钽坯锭在高真空度大于等于10-3Pa的条件下进行电子束熔炼，铸锭后，在保护气氛下

将铸锭进行包套；进行三维热锻开坯，开坯总变形量65-75％，开坯温度1150-1250℃；开坯

后，脱除包套并进行轧制；得到超细晶Ta材；所述轧制包括下述步骤：

步骤A

将坯料在液氮下冷却，全部冷却透后，进行超低温轧制，超低温轧制的道次变形量40-

60％；

步骤B

将超低温冷轧的钽材，加热至1100-1120℃，与超低温冷轧轧制方向成垂直的方向进行

热轧制，热轧的道次变形量为40-60％；

步骤C

重复步骤A、B直至得到晶粒尺寸小于等于3μm的钽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细晶Ta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细晶钽材的极限强度大

于等于410MPa，屈服强度大于等于300MP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细晶Ta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细晶钽材的延伸率大于

等于5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细晶Ta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细晶钽材中，|纵向强

度-横向强度|/纵向强度*100％小于等于3％，且|纵向强度-横向强度|/横向强度*100％小

于等于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细晶Ta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细晶钽材中，|纵向延伸

率-横向延伸率|/纵向延伸率*100％小于等于3％，且|纵向延伸率-横向延伸率|/横向延伸

率*100％小于等于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细晶Ta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细晶Ta材中，Ta的质量

百分含量大于等于99.99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细晶Ta材，其特征在于：电子束熔炼的温度大于等于

130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细晶Ta材，其特征在于：在保护气氛下将铸锭进行包

套；所述包套为铁质包套；所述铁质包套中，Fe的含量大于等于99.99wt％；所述保护气氛选

自氩气、氮气中的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细晶Ta材，其特征在于：依次重复步骤A、B至少5次得到

晶粒尺寸小于等于3μm的钽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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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细晶Ta材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超细晶Ta材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特种材料设计制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钽密度为16.68g/cm3，熔点为2980℃，具有熔点高、蒸汽压低、冷加工性能好、化学

稳定性高、抗液态金属腐蚀能力强、表面氧化膜介电常数大等一系列优异性能，在电子、冶

金、钢铁、化工、硬质合金、原子能、超导技术、汽车电子、航空航天、医疗卫生和科学研究等

高新技术领域有重要应用。

[0003]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满足深加工的需求，钽的晶粒尺

寸和各向异性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晶粒越细小，各向异性越小越好。深度塑性变形技

术是制备超细晶化金属的主要工艺，具体包括：等径角挤压、高压旋转、叠轧法、折皱-压直

法和沙漏挤压法等，原理是通过道次塑性变形,材料内部的晶粒发生反复的相互压缩和剪

切应变,在这种反复的压缩和剪切作用下晶粒被切碎,逐步细化,再结合适当的热处理工艺

控制金属再结晶温度和速度,最终得到超细晶或纳米尺寸的晶粒。以下是对各种深度塑性

变形技术的简单介绍：

[0004] 等径角挤压：一种以纯剪切方式实现块体材料大塑性变形的金属成形工艺。试样

垂直放入模具型腔，然后从水平型腔挤出,从而完成一个道次的挤压过程,等通道角挤压在

不改变材料横截面积和横截面形状的条件下,只经过数次变形所产生的剪切应变量就相当

于正应力作用下完成100：1甚至1000：1压下率的累积应变量。

[0005] 高压旋转：其工作原理是样品在高压力、冲头高速旋转产生的摩接力和剪切力的

共同作用下,制得超细晶。

[0006] 沙漏挤压法：在一个等径模具中对块体材料反复进行挤压加工,使材料获得很大

的累积变形量,同时晶粒逐步细化,从而获得超细晶材料。

[0007] 折皱一压直法：其加工原理是将低温试样反复在模具中压弯、在平砧间压直,每道

次弯曲平直间试样转90度，通过弯曲平直道次数来计算试样的应变量。工件经过齿轮状的

轧辊轧制扭曲变形,没有压下量,工件获得第一次形变后出轧辊后进入两个平辊,将扭曲的

工件在弹性范围内进行压直,这时工件获得第二次形变加工，然后再进行二次弯曲平直,工

件在如此反复的加工下晶粒逐步细化。

[0008] 叠轧法：首先,板材被叠合面要进行脱脂处理和线刷打磨,然后送入轧辊轧制。轧

制时不用润滑剂,压下率为50％,轧后的板在空冷后再次叠合,进行上一次工序的反复，使

得板材可以获得很大的累变形,结合退火，获得超细晶晶粒。

[0009] 以上工艺技术通过深度塑性变形理论都可以使金属材料获得超细晶，然而其中的

等径角挤压，高压旋转，沙漏挤压法以及折皱压直法一般只适用于小规格尺寸的材料加工，

且工序十分繁杂，不适用于大规格的超细晶高纯钽带的工业化生产。叠轧法虽然适用于大

规格尺寸的金属材料超细晶加工，然而钽作为一种易与O、H、C发生反应的金属，采用叠轧法

容易在叠轧过程中引入杂质而严重影响Ta材性能。针对以上不足，本发明采用了大变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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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热锻开坯+超低温和高温大变形量交叉轧制工艺来制备超细晶Ta材。其中大变形量三

维热锻开坯可以使Ta材获得细小且均匀化的晶粒组织，超低温和高温大变形量交叉轧制可

以在变形过程中控制Ta材织构方向，进一步细化和均匀化组织，最终制备出超细晶，超低各

向异性的Ta材。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超细晶Ta材；同时还首次提出了采用大变

形量三维热锻开坯+超低温和高温大变形量交叉轧制工艺来制备超细晶Ta材。

[0011]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其晶粒尺寸小于等于3μm。

[0012]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所述超细晶钽材的极限强度大于等于410MPa，屈服强度

大于等于300MPa。

[0013]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所述超细晶钽材的延伸率大于等于50％。

[0014]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所述超细晶钽材中，|纵向强度-横向强度|/纵向强度*

100％小于等于3％，且|纵向强度-横向强度|/横向强度*100％小于等于3％。

[0015]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所述超细晶钽材中，|纵向延伸率-横向延伸率|/纵向延

伸率*100％小于等于3％，且|纵向延伸率-横向延伸率|/横向延伸率*100％小于等于3％。

[0016]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所述超细晶Ta材中，Ta的质量百分含量大于等于

99.995％。

[0017]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将钽坯锭在高真空度大于等

于10-3Pa的条件下进行电子束熔炼，铸锭后，在保护气氛下将铸锭进行包套；进行三维热锻

开坯，开坯总变形量65-75％，开坯温度1150-1250℃；开坯后，脱除包套并进行轧制；得到超

细晶Ta材；所述轧制包括下述步骤：

[0018] 步骤A

[0019] 将坯料在液氮下冷却，全部冷却透后，进行超低温轧制，超低温轧制的道次变形量

45-55％；

[0020] 步骤B

[0021] 将超低温冷轧的钽材，加热至1100-1120℃，与超低温冷轧轧制方向成垂直的方向

进行热轧制，热轧的道次变形量为45-55％，优选为50％。

[0022] 步骤C

[0023] 依次重复步骤A、B至少5次得到晶粒尺寸小于等于3μm的钽材。

[0024]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的制备方法，电子束熔炼的温度大于等于1300℃、优选为

1300-1350℃、进一步优选为1300-1320℃。

[0025]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的制备方法，所述包套为铁质包套；所述铁质包套中，Fe的

含量大于等于99.99wt.％。

[0026]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的制备方法，在保护气氛下将铸锭进行包套；所述保护气

氛选自氩气、氮气中的一种。

[0027]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的制备方法，依次重复步骤A、B至少5次得到晶粒尺寸小于

等于3μm的Ta材。

[0028]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的制备方法，所述超低温轧制的温度为-30～-196℃、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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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0～-196℃、进一步优选为-80～-196℃。

[0029]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的制备方法，所述热轧的温度为1050-1150℃、优选为

1100-1150℃、进一步优选为1100-1120℃。热轧前以及热轧过程中的加热是在保护气氛下

进行的。

[0030] 本发明一种超细晶Ta材的制备方法，所制备的Ta材为Ta带。

[0031] 本发明通过坯锭高真空熔炼，提高Ta坯锭的纯度和致密度，然后在氩气室对坯锭

高纯铁包套、大变形量三维热锻开坯来细化和均匀化晶粒组织，通过超低温和高温大变形

量交叉轧制，进一步细化和均匀化组织，最终制备出超细晶，超低各向异性的Ta材。本发明

钽材组织细小均匀，最终实现Ta材高塑性和低各向异性的目标。

[0032] 本发明所设计和制备超细晶Ta带用于备电子、冶金、钢铁、化工、硬质合金、原子

能、超导技术、汽车电子、航空航天、医疗卫生和科学研究等高新技术领域。

[0033] 本发明优点在于：采用真空电弧熔炼，由于熔炼温度1300℃以上，能够充分排除气

体以及低熔炼杂质，纯化坯锭组织。在保护气氛下(包括氩气室)进行高纯铁包套，防止包套

过程中的钽被氧化，加工过程中，包套还起到固体润滑作用，防止变形开裂。通过三维立体

大道次变形量锻造，使坯锭组织分布均匀。钽虽然是体心立方金属，但是其塑脆转变温度低

于液氮温度，因此钽可以在液氮这一超低温下进行变形，超低温条件下进行塑形变形，位错

滑移受到抑制，变形机制以剪切变形为主，切变变形是实现超细晶的基础，通过超低温道次

大变形量冷轧细化晶粒组织，然后加热至1100-1120℃，与超低温冷轧轧制方向呈垂直的方

向再次进行热轧，轧制变形量45-55％，此温度是钽的冷加工组织再结晶形核的温度，由于

同时进行50％左右的变形，可以使再结晶的组织得进一步的细化，且由于变形量大，组织更

为均匀。依次重复步骤A、步骤B至少5次，使板材的组织在各个方向分布均匀，各向异性降

低，得到晶粒尺寸不大于3μm的钽板，且纵横向强度和伸长率比值均不大于3％。

[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一种超细晶纯钽的制备方法，能够有效控制钽材的晶粒尺寸和

均匀分布，各向异性小，强度和塑性高。

附图说明

[0035] 附图1为实施例1所得钽板的微观组织图；

[0036] 附图2为实施例2所得钽板的微观组织图；

[0037] 附图3为对比例1所得钽板的微观组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实施例1：

[0039] 将钽坯锭(纯度99.996％)在真空度10-4Pa的条件下进行电子束熔炼(熔炼温度为

1310℃)，铸锭后，将铸锭在氩气室进行高纯铁包套；进行三维热锻开坯，开坯总变形量

75％，开坯温度1200℃。将开坯后的钽锭清除表面高纯铁包套，将锻造开坯的坯锭在液氮下

冷却，全部冷却透后，进行超低温轧制(低温冷轧的温度为-80～-100℃)，道次变形量50％。

将超低温冷轧50％的钽板，加热至1100℃，与超低温冷轧轧制方向垂直的方向在此进行热

轧(热轧的温度为1100-1120℃)，轧制变形量50％。依次重复步骤A、步骤B至7次；得到钽板

的微观组织如图1所示，平均晶粒尺寸2.1μm,其性能：极限强度425MPa，屈服强度338MPa，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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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率53％，纵向和横向的强度与伸长率的比值分别为2.3％和2.8％。

[0040] 实施例2：

[0041] 将钽坯锭(纯度99.997％)在真空度10-4Pa的条件下进行电子束熔炼(熔炼温度为

1305℃)，铸锭后，将铸锭在氩气室进行高纯铁包套；进行三维热锻开坯，开坯总变形量

70％，开坯温度1100℃。将开坯后的钽锭清除表面高纯铁包套，将锻造开坯的坯锭在液氮下

冷却，全部冷却透后，进行超低温轧制(低温冷轧的温度为-100～-136℃)，道次变形量

50％。将超低温冷轧50％的钽板，加热至1100℃，与超低温冷轧轧制方向垂直的方向在此进

行热轧(热轧的温度为1100-1120℃)，轧制变形量50％。依次重复步骤A、B6次，得到钽板的

微观组织如图2所示，其平均晶粒尺寸2.29μm,其性能：极限强度406MPa，屈服强度313MPa，

延伸率50％，纵向和横向的强度与伸长率的比值分别为2.6％和2.9％。典型的微观组织如

图2。

[0042] 对比例1

[0043] 将钽坯锭(纯度99.995％)在真空度10-4Pa的条件下进行电子束熔炼(熔炼温度为

1310℃)，铸锭后，将铸锭在氩气室进行高纯铁包套；进行三维热锻开坯，开坯总变形量

70％，开坯温度1100℃。将开坯后的钽锭清除表面高纯铁包套，将锻造开坯的坯锭进行室温

轧制，道次变形量50％。将冷轧50％的钽板，加热至1100℃，与室温轧制方向垂直的方向再

次进行热轧(热轧的温度为1100-1120℃)，轧制变形量50％。依次重复上述冷、热轧6次，得

到钽板的微观组织如图3所示，平均经历尺寸5.02μm,其性能：极限强度395MPa，屈服强度

291MPa，延伸率46％，纵向和横向的强度与伸长率的纵向和横向的强度与伸长率的比值分

别为2.8％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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