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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

氧化物控制方法，属于增材制坯工艺技术领域，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复合后坯料的结合界面处氧

化物的严重影响复合坯的整体性能，导致坯料复

合后易发生结合界面开裂的技术问题。本发明结

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通过V1变形速度、变形量

D1的初次热压加工，二次高温加热保温与V2变形

速度、变形量D2的二次热压加工的两阶段工艺，

碎化、消除结合界面处氧化物，其中V1＞V2，且D1

+D2≥50％。本发明通过两阶段高温段的保温控

制和热加工工艺控制，可用于大型增材复合金属

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的碎化、消除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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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初次高温加热保温

与V1变形速度、变形量D1的初次热压加工，二次高温加热保温与V2变形速度、变形量D2的二

次热压加工的两阶段工艺，碎化、消除结合界面处氧化物，其中V1＞V2，且D1+D2≥50％；

所述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为：

S1.准备初始坯料；

S2.对初始坯料进行表面加工及表面清洁；

S3.对初始坯料进行组坯，并在真空下对结合界面四周进行密封焊接，得到复合坯焊接

体；

S4.对复合坯焊接体经初次高温加热保温后进行初次热压加工，之后保压，不再变形，

得到复合坯；

S5.待复合坯四周表面温度降至950℃后对复合坯进行二次高温加热保温；

S6.对复合坯进行二次热压加工，之后保压，不再变形，待复合坯四周表面温度降至950

℃后，将此复合坯放置于炉温为950℃的加热炉中，然后随炉冷却至200℃，随后取出炉冷至

室温，获得一体化复合坯；

所述S3中，焊接方式采用真空电子束焊接，抽真空后对结合界面四周进行密封焊接，焊

接舱内部真空度≤0.1Pa，焊缝熔深≥15mm，焊接部位经检测无漏气点；

所述S4中，复合坯焊接体初次热压加工前加热保温温度≥0.7Tm，Tm为熔点温度，保温

时间为2小时；初次热压加工时压下量≥30％，10mm/s≤变形速度≤60mm/s，得到复合坯；

所述S5中，保温温度≥0.8Tm，保温时间为1‑1.5h；

所述S6中，变形速度＜10mm/s，得到一体化复合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2

中，对初始坯料进行表面加工，去除表面氧化皮，且使结合表面粗糙度≤3.2μm，初始坯料的

待焊接上下表面平直度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S2中，采用有机溶剂对初始坯料结合表面进行清洗，去除油污，并吹干，进行包装防止氧

化和二次污染。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3

中，在对结合界面四周进行密封焊接前，进行点焊定位，保障后续焊接位置的准确性。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036812 B

2



一种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增材制坯工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

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型金属复合产品用真空封装增材制坯的方法是指用多层加工洁净的大型金属

坯料经堆垛后真空封焊连接，所焊接坯料间结合界面处为真空状态，后经高温热压加工制

备的一体化、大型整体金属复合坯的方法。该金属复合坯可替代大型铸锭，并经后续热压力

加工，制备所需锻件产品。该制坯方法可以替代“大型铸锭生产大型锻件”的传统生产模式，

解决大型锻件缩松、缩孔、偏析等质量问题。同时，该复合制坯技术也可用于异种材质复合

坯的增材复合。因此，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可替代传统大型铸锭，且与电渣产品相媲美。

[0003] 由于增材复合制坯技术可适用于生产各种形状的高品质大型金属产品，如轴类

件、饼类件、板类件、环类件、筒类件、异形件等，产品材质可为合金钢、不锈钢、镍基合金、钛

合金等众多材质，可广泛应用于核电、火电、水电、风电、石化、海工、造船等众多军民两用领

域，由于该方法结构灵活，质量稳定，可实现智能化、工程化、批量化应用，节省能源，具有重

要的经济效益，市场前景广阔。

[0004] 对于利用真空封装热加工增材制坯方法制备的一体化金属复合坯，其常规拉伸、

冲击、剪切等性能均呈现良好状态，且组织分布均匀，无偏析，但其疲劳性能却不能满足产

品要求。经过业界多次会议论证，普遍认为界面氧化物是导致其疲劳性能不良的原因。因

此，对于利用真空封装热加工增材制坯方法制备的一体化金属复合坯的工艺方法，迫切需

要有效消除或控制结合界面氧化物，以提高其疲劳性能，从而才能大范围推广和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以上分析，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

法，用以解决复合后毛坯的结合界面处氧化物的严重影响复合坯的整体性能，导致坯料复

合后易发生结合界面开裂等问题。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通过V1变形速度、变形量D1的初次

热压加工，二次高温加热保温与V2变形速度、变形量D2的二次热压加工的两阶段工艺，碎

化、消除结合界面处氧化物，其中V1＞V2，且D1+D2≥50％。

[0008] 进一步的，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准备初始坯料；

[0010] S2.对初始坯料进行加工及表面清洁；

[0011] S3.对初始坯料进行组坯，并在真空下对结合界面四周进行密封焊接，得到复合坯

焊接体；

[0012] S4.对复合坯焊接体经高温加热后进行初次热压加工，得到复合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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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S5.对复合坯进行二次高温加热保温；

[0014] S6.对复合坯进行二次热压加工获得一体化复合坯。

[0015] 进一步的，S2中，对初始坯料进行表面加工，去除表面氧化皮，且使结合表面粗糙

度≤3.2μm，坯料的待焊接上下表面具有较好的平直度(平直度值≤2mm/m)以及棱边垂直

度。棱边垂直度即为坯料四周的面与坯料上下表面的垂直度。

[0016] 进一步的，S3中，焊接方式采用真空电子束焊接，抽真空后对结合界面四周进行密

封焊接，焊接舱内部真空度≤0.1Pa，焊缝熔深≥15mm，焊接部位经检测无漏气点。

[0017] 进一步的，S4中，复合坯焊接体热压加工前加热保温温度≥0.7Tm，Tm为熔点温度。

[0018] 进一步的，S4中，初次热压加工时压下量≥30％，10mm/s≤变形速度≤60mm/s，得

到复合坯。

[0019] 进一步的，S5中，对经初次热压加工后的复合坯进行二次回炉高温加热保温，保温

温度≥0.8Tm，Tm为熔点温度，保温时间≥1h。

[0020] 进一步的，S6中，二次热压加工时总压下量≥50％，变形速度＜10mm/s，得到一体

化复合坯。

[0021] 进一步的，S2中，采用有机溶剂对初始坯料结合表面进行清洗，去除油除污，并吹

干，进行包装防止氧化和二次污染。

[0022] 进一步的，S3中，在对结合界面四周进行密封焊接前，进行点焊定位，保障后续焊

接位置的准确性。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至少能实现以下技术效果之一：

[0024]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即在初始坯料结合

表面清洁加工及有效真空焊接封装的前提下，通过初次快速率大变形热压加工、二次高温

保温与慢速率二次热压加工的两阶段工艺，有效碎化、消除结合界面处氧化物。

[0025] 2)初次快速率大变形热压加工以10mm/s≤变形速度≤60mm/s对复合坯进行加压

变形，并使坯料难变形区总变形量达30％以上，较合适的变形速率和较大压下率有利于结

合界面氧化膜破碎及新鲜金属的扩散结合；

[0026] 对复合坯进行二次加热高温保温，提高复合坯难变形区温度，增加复合坯的金属

流动性，使二次热加工容易压合，同时防止二次热加工时复合坯开裂；二次热压加工的变形

速度＜10mm/s，二次热加工时保障复合坯总压下量≥50％，促进结合界面氧化物的弥散与

消除，使其更加细小，从而达到消除结合界面氧化物的目的；二次加热与热加工，可有效促

进界面元素的充分扩散与界面结合。

[0027] 3)由于增材制坯属于大型锻件制备领域，一次热加工复合坯可能变形不充分，通

过二次加热与二次热加工，一方面有效保障变形量，减小对压机设备能力的压力要求；同时

利用二次保温，有效解决初始热加工变形对结合界面的影响，促进金属之间的界面扩散，促

进界面回复与结合。

[0028] 4)通过本发明能够有效解决界面氧化物问题，有效促进增材复合制坯技术的发展

与推广。

[0029] 本发明的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阐述，并且，部分可从说明书中变

得显而易见，或者通过实施本发明而了解。本发明的目的和其他优点可通过在所写的说明

书以及权利要求书中所特别指出的结构来实现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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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0] 附图仅用于示出具体实施例的目的，而并不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整个附图

中，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的部件。

[0031] 图1待焊接复合坯；

[0032] 图2实施例1的界面氧化物微观形貌；

[0033] 图3实施例1的结合界面能谱；

[0034] 图4对比例1的界面氧化物微观形貌；

[0035] 图5对比例1的结合界面能谱；

[0036] 图6实施例1拉伸断裂图；

[0037] 图7实施例1断口形貌；

[0038] 图8实施例1断口放大形貌；

[0039] 图9对比例1拉伸断裂图；

[0040] 图10对比例1断口形貌；

[0041] 图11对比例1断口放大形貌；

[0042] 图12实施例2的界面氧化物微观形貌。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一种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作进一步的

详细描述，这些实施例只用于比较和解释的目的，本发明不限定于这些实施例中。

[004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金属复合产品结合界面氧化物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S1.准备初始坯料；

[0046] S2.对初始坯料进行加工及表面清洁；

[0047] S3.对坯料进行组坯，并在真空下对结合界面四周进行密封焊接，得到复合坯焊接

体；

[0048] S4.对复合坯焊接体经高温加热后进行快速率大变形初次热压加工，初步得到复

合坯；

[0049] S5.对复合坯进行二次加热高温保温；

[0050] S6.对复合坯进行慢速率二次热压加工获得一体化复合坯，后续可进行正常锻造

及热处理等其它工序。

[0051] S1.准备初始坯料：初始坯料可以是同种材料，也可以是异种材料，可采用锻坯、铸

坯、轧坯或热轧厚板等，切割加工至所需形状及尺寸，如正方体状、长方体状、圆柱体状、环

形状等众多规则形状，每层初始坯料形状相同。

[0052] S2.对初始坯料加工及表面清洁：对所用初始坯料进行表面加工，加工方式可采用

铣床、磨床、砂带打磨、砂轮打磨、钢丝打磨、喷砂、酸洗、碱洗等众多方式，一方面，有效去除

原料表面氧化皮，保证结合表面粗糙度≤3.2μm，提高表面光洁度有利于后续表面的油污去

除，同时在后续抽真空环节可大大减小密封孔隙尺寸及数量，提高抽真空质量；另一方面，

保障坯料待焊接上下表面的平行度与坯料棱边的垂直度，有效保障焊接时的电子束焊枪移

动时焊接位置的准确性。采用酒精、丙酮等有机溶剂对初始坯料结合表面进行清洗，以便除

油除污，并吹干，简单包装如薄膜覆盖以防止氧化和二次污染，表面清洁后放置时间不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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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0053] S3.对坯料进行组坯，并在真空下对结合界面四周进行密封焊接，得到复合坯焊接

体：将完成加工和清洁的初始坯料根据需求数量依次堆垛对齐放置，并检查各待焊接位置

外观状况。待堆垛体放入真空室后，对真空室抽真空，当真空度≤0.1Pa后，利用电子束焊

枪，对各层结合界面的四周进行密封焊接，焊接熔深≥15mm，熔深设计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一方面确保焊缝的密封性，防止焊缝在常温下及后续加热时的漏气；另一方面，保障复合坯

焊接体在冷态与后续热态时起吊转运时的承力，防止焊缝开裂。得到复合坯焊接体，复合坯

焊接体尺寸设计符合热压加工高径比要求，防止热压加工失稳。

[0054] 利用电子束焊接时，为保障各结合界面处的真空度，复合坯焊接体在所有焊接位

置未焊接完毕前不允许从真空室取出。各条焊缝在正式焊接前，应进行点焊定位，即采用电

子束焊枪沿待焊接缝点焊数点以作标记，并设置焊接路径，从而保障后续焊接位置的准确

性。

[0055] S4.对复合坯焊接体经高温加热后进行热压加工，初步得到复合坯：将通过上述方

法制备得到的复合坯焊接体经高温保温热透后，采用热压加工，其中，复合坯热压加工前保

温温度≥0.7Tm(熔点温度)，复合坯焊接体底部加入垫铁，以便均匀加热；依据目前国内外

大型压机或轧机设备的制备能力，以10mm/s≤变形速度≤60mm/s对复合坯进行加压变形，

并使坯料难变形区总变形量达30％以上，较合适的变形速率和较大压下率有利于结合表面

氧化膜破碎及新鲜金属的扩散结合；对于大型压机，可进行形变保压，保压时间可依据坯料

材料的热加工特性进行设计；保压不再变形或复合坯四周表面温度降至950℃后，转入加热

炉中进行后续高温保温。

[0056] S5.对复合坯进行二次加热高温保温：对经热加工后的复合坯进行二次回炉加热

保温，保温温度≥0.8Tm，到温后保温时间≥1h，同时兼顾材料本身晶粒长大规律及表面烧

损等进行控制保温极限时间。二次保温目的：一是补充坯料温度，便于后续二次热加工，保

障金属流动性；二是消除前序热加工造成的界面应力，促进界面元素充分扩散与原子间重

构，促进界面结合。

[0057] S6.对复合坯进行慢速率二次热压加工获得一体化复合坯，后续可进行正常锻造

及热处理等其它工序：复合坯二次热压加工前保温温度≥0.8Tm(Tm为熔点温度)，待达到所

需保温规程后，进行二次热压加工，其中，热加工时保障复合坯总压下量≥50％，二次热压

加工的变形速度＜10mm/s，从而得到满足后续加工需求的一体化复合坯，保障后续加工需

要。

[0058] 实施例1

[0059] 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材质为压力容器用低碳合金钢，其成分及含量范围(质

量分数)为C：0.15～0.25％，Si：0.1～0.3％，Mn：1.2～1.5％，S≤0.02％，P≤0.02％，Cr：

0.1～0.25％，Ni：0.6～0.9％，Mo：0.45～0.60％，Cu：0.04～0.15％，Al：0.01～0.025％，V：

0.005～0.05％，Cb≤0.01％，Ca≤0.015％，B≤0.003％，Ti≤0.015％。初始坯料锻坯的尺

寸为：100×100×50mm(长×宽×厚)，数量为3块；采用铣床加工，分别将钢板的结合表面与

四周表面上的锈层和氧化层去除，并保障坯料待焊接上下表面的平行度与坯料棱边的垂直

度，表面粗糙度1.6μm。采用酒精、丙酮等有机溶剂对初始坯料结合表面进行清洗，去除表面

油污，并吹干，放置于干燥洁净的环境中并用薄膜覆盖，以防止二次污染，准备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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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将3块加工好的钢板依次进行堆垛放置，并对齐各条棱边，如图1堆垛所示，并检查

各待焊接位置外观状况，并用卡具进行固定在电子束焊接工作台面上。待堆垛体随工作台

进入真空室后，关闭焊机舱门，打开真空系统，对真空舱室抽真空，当真空度≤0.1Pa后，准

备正式焊接。其中，在正式焊接前，用电子束焊枪沿每条待焊接缝点焊4点以作标记，并设置

焊接路径，以保障后续焊接位置的准确性。正式焊接时，焊接真空度7.5×10‑2Pa，焊接电压

60kV，束流150mA，聚焦580mA，熔深约15mm。真空度务必达到≤0.1Pa，尽量减少结合界面缝

隙的氧含量对界面氧化物的影响；熔深≥15mm，一方面确保焊缝的密封性，防止焊缝在常温

下及后续加热时的漏气；另一方面，保障复合坯焊接体在冷态与后续热态时起吊转运时的

承力，防止焊缝开裂。当然，焊缝的熔深并不是无限大，目前设备能力最大熔深约在40～

60mm之间。待焊接完毕后，宏观检测各条焊缝，以确保复合坯焊接体焊接质量。

[0061] 将焊接密封后的复合坯焊接体置于电阻炉中加热，根据钢的熔点近似值测算经验

公式(T熔点＝1536.6‑88[C]‑8[Si]‑5[Mn]‑5[Cr]‑4[Ni]‑30[P]‑25[S]‑2[Mo]‑18[Ti]‑2[V]，

将钢中的各成分的质量分数带入公式进行近似计算)，其熔点约为1470℃，选用保温温度为

1230℃左右，保温2h，复合坯焊接体底部加入垫铁，以便均匀加热；随后通过压机进行锻压

复合，锻压复合温度区间为950～1230℃(坯料表面温度)，压下量为30％，压下变形速度约

15mm/s，厚度由150mm压至约为105mm，随后保压，不再变形，待复合坯四周表面温度降至950

℃后，将复合坯转运至加热炉重新回炉加热。

[0062] 二次回炉高温加热温度选取1250℃，保温1h，以促进界面间的扩散连接；然后仍沿

第一次加工方向进行二次热压加工，其中，二次热压加工时压下量为30mm，从而保障复合坯

两次总压下量为50％，二次热压加工的变形速度约为3mm/s，随后保压，不再变形，待复合坯

四周表面温度降至950℃后，将此复合坯放置于炉温为950℃的加热炉中，然后随炉冷却至

200℃，随后取出炉冷至室温。将复合坯置于炉温为950℃的加热炉中随炉冷却进行缓冷，可

防止复合坯开裂，并起到界面回复，去除应力的作用。

[0063] 将冷却后的一体化复合坯沿1/2宽度位置进行纵向加工，随后在结合界面的位置

切取金相试样，图2为结合界面氧化物微观形貌，并对界面进行微观评价。由图2可以看出，

一体化复合坯的结合界面中界面氧化物明显碎化，图3为实施例1的结合界面的能谱，由图3

可知结合界面处的成分(图中“0”点位置)与两侧坯料的成分一致，说明采用实施例1的方法

制备的一体化复合坯能破碎、去除界面氧化物。

[0064] 经多次拉伸检测，拉伸断裂位置均位于基体位置，并不是在结合界面处断裂，如图

6所示，其中试样箭头所指的横线位置为结合界面位置，说明结合界面处界面结合性能良

好，抗拉强度良好。由图7、图8可知，断口为韧性断口形貌，属韧性断裂，通过断口微观观察，

断口韧窝较深，几乎无夹杂物，经测量，其断面收缩率约为74.2％，具有很好的韧性。

[0065] 对比例1

[0066] 图4为压力容器用低碳合金钢(与实施例1材质相同)在大气下焊接，经1230℃保温

50％变形量锻压复合后界面氧化物微观图，图4中存在明显的界面氧化物。图5为对比例1的

结合界面能谱，由图5可知，结合界面处的成分(图中“0”点位置)与结合界面两侧坯料的成

分明显不同，也说明存在明显的界面氧化物。

[0067] 对比例1经多次拉伸检测，有部分断裂位置位于界面位置，图9为断裂位置位于结

合界面处的拉伸断裂图，白色箭头位置为拉伸过程中颈缩最大处，黑色箭头位置为结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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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位置。由图10可知对比例1的断口非常平坦，由图11微观观察可知断口韧窝较浅，且布满

大、小颗粒的夹杂物，断口多处为解理断口，属于脆性断裂，图11扫描图中十字位置的夹杂

物经EDS分析，为氧化物；经观察，拉伸试样最大颈缩处位于结合界面旁边，说明试样在拉伸

时，变形开始位置并不是在界面处，当颈缩到一定程度后，旁边的结合界面发生快速断裂；

经测量，结合界面处断面收缩率几乎为零，说明断裂位置几乎未发生颈缩就瞬间断裂，结合

性能极差。

[0068] 与对比例1相比，实施例1的界面结合强度明显高于对比例1的界面结合强度。实施

例1中结合界面处氧化物得到明显改善，拉伸性能得到明显提高。

[0069] 实施例2

[0070] 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汽轮机低压转子用30Cr2Ni4MoV钢，初始坯料锻坯：

100mm×100mm×50mm(长×宽×厚)，3块；采用铣床加工，分别将钢板的结合表面与四周表

面上的锈层和氧化层去除，并保障坯料待焊接上下表面的平行度与坯料棱边的垂直度，表

面粗糙度1.6μm。采用酒精、丙酮等有机溶剂对初始坯料结合表面进行清洗，去除表面油污，

并吹干，放置于干燥洁净的环境中并用薄膜覆盖，以防止二次污染，准备待用。

[0071] 将3块加工好的30Cr2Ni4MoV钢板依次进行堆垛放置，并对齐各条棱边，如图1堆垛

所示，并检查各待焊接位置外观状况，并用卡具进行固定在电子束焊接工作台面上。待堆垛

体随工作台进入真空室后，关闭焊机舱门，打开真空系统，对真空舱室抽真空，当真空度≤

0.1Pa后，准备正式焊接。其中，在正式焊接前，用电子束焊枪沿每条待焊接缝点焊4点以作

标记，并设置焊接路径，以保障后续焊接位置的准确性。正式焊接时，焊接真空度6.2×10‑

2Pa，焊接电压60kV，束流150mA，聚焦570mA，熔深约16mm。待焊接完毕后，宏观检测各条焊

缝，以确保复合坯焊接体焊接质量。

[0072] 将焊接密封后的复合坯焊接体置于电阻炉中加热，根据钢的熔点近似值测算经验

公式，其熔点约为1453℃，选用保温温度为1230℃左右，保温2h，复合坯焊接体底部加入垫

铁，以便均匀加热；随后通过压机进行锻压复合，锻压复合温度区间为950～1230℃(坯料表

面温度)，压下量为30％，压下变形速度约15mm/s，厚度由150mm压至约为105mm，随后保压，

不再变形，待复合坯四周表面温度降至950℃后，将复合坯转运至加热炉重新回炉加热。

[0073] 二次回炉高温加热温度选取1250℃，保温1.5h，以促进扩散连接；然后仍沿第一次

加工方向进行二次热压加工，其中，二次热压加工时压下量为52.5mm，从而保障复合坯两次

总压下量为65％，二次热压加工的变形速度约为5mm/s，随后保压，不再变形，待复合坯四周

表面温度降至950℃后，将此复合坯放置于炉温为950℃的加热炉中，然后随炉冷却至200

℃，随后取出炉冷至室温。

[0074] 将冷却后的复合坯沿1/2宽度位置进行纵向加工，随后在结合界面的位置切取金

相试样，图12为结合界面氧化物微观形貌，并对界面进行微观评价。由图12可以看出，一体

化复合坯的结合界面中界面氧化物明显碎化，说明采用实施例2的方法制备的一体化复合

坯能破碎、去除界面氧化物。

[0075] 本发明提供的上述方法，即，通过热加工及加热保温工艺相结合的控制方法，可以

较好的碎化、消除结合界面处氧化物，提高复合坯的整体性能，减少坯料复合后的结合界面

开裂的情况。

[007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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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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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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