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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对 Ti-55531 组织特征及时效行为
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陈福文，张晓泳，周科朝
(中南大学 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对全 β 固溶 Ti-5Al-5Mo-5V-3Cr-1Zr 进行冷轧与时效处理，采用 XRD、TEM、硬度测试等手段研究冷轧对 Ti-55531

组织特征及后续时效过程中的相变、组织演变以及时效处理后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冷轧 合金主要组织特征为
ωisothermal 发生回溶，没有出现存在于其他近 β 钛合金中的应力诱导 α″。时效以后，冷轧过程中形成的位错等缺陷抑制
ωathermal 的析出，促进析出含量更高且更为细小的 α 相。冷轧合金硬度随时效温度的升高呈现先增大后降低的趋势，在
400 ℃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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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冷轧变形方式制备不同变形量的

Ti-55531（Ti-5Al-5Mo-5V-3Cr-1Zr）是一种新型的
高强高韧近 β 钛合金，具有 β 相线低、加工变形性好、

Ti-55531 板材，研究该合金的冷变形特点，然后对其在

淬透性高、焊接性能优良等优点，尤其可以在较大范围

300~750 ℃时效，揭示冷轧变形对后续热处理过程中的

内实现不同强度、韧性等指标的匹配调控，获得优异的

相变行为、显微形貌演变性的影响，并分析了组织演变

[1]

综合力学性能 。作为一类高性能轻质高强结构材料，
已在航空领域的关键承力构件制造方面受到重视，如空
中客车公司已经将其用于 A380 超大型远程宽体客机的
机翼与挂架的连接装置[2]。

与力学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1

实

验

实验采用湖南金天钛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低温形变热处理能够应用于近 β 钛合金，实现钛合

Ti-55531 钛合金锻棒，化学成分如表 1 所示，采用连

金的强韧化调控。低温时效热处理的工艺为 β 相区固溶

续升温金相法测得相变点 Tβ=(825±5) ℃。合金锻件显

淬火，然后在时效前于室温下进行冷变形。冷变形会对

微组织如图 1 所示：Ti-55531 锻棒组织比较均匀，由

后续热处理过程中的相变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最

等轴 α 相和 β 转 组成。对锻棒进行线切割，得到 80 mm

终影响合金的力学性能。目前针对冷变形，近 β 钛合金

×60 mm×12 mm 试样，经 880 ℃全 β 固溶 60 min、

的热处理行为研究大多只是针对在 α+β 温度区间内的 α

水冷、表面磨光后，进行多道次冷轧（每道次下压率小

[3]

相析出行为。如 Morita 等 对经过全 β 固溶处理的

于 10%），获得变形量为 26%和 62%的板材。沿板材轧

Ti-20V-4Al-1Sn 进行冷轧及时效热处理，发现冷轧能够

制方向取样，置入管式电阻炉中在氩气保护气氛下进行

加快时效进程：70%冷轧的合金在 500 ℃时效时，仅

热处理，热处理温度 300~750 ℃、时间 2 h。

需 6 s 就析出 α 相。对 Ti-15V-3Cr-3Sn-3A1 进行冷轧以

对于不同状态的合金，采用 Rigaku D-Max/2550VB+

后，针片 α 会优先在 β 晶内的冷变形缺陷位置以互相平

进行物相分析：Cu Kα 射线，加速电压 40 kV，电流 100

行的形式析出，即冷变形会引起后续时效过程中的针片
α 析出变体选择效应[4]。然而，近 β 钛合金在 250~500 ℃
低温区间会发生 β→ω→α 等复杂相变[5]，但目前关于冷
变形近 β 钛合金的热处理研究很少涉及低温时效区间。

Table 1

表 1 Ti-55531 合金的化学成分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received Ti-55531 (ω/%)

Element Al
Content 5.20

Mo
4.92

V
4.96

Cr
2.99

Zr
Fe
1.08 0.402

Impurity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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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cold rolled
26% cold 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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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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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55531 原始锻棒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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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ceived Ti-55531 billet
图2

mA，扫描范围 30°~75°，扫描速度 4°/min。将合金制

Fig.2

成金相试样、经 1.5 mL HF+3 mL HNO3+100 mL H2O 腐

不同冷轧变形量 Ti-55531 的 XRD 图谱

XRD patterns of Ti-55531 alloys cold rolled to 26% and
62% reduction

蚀液腐蚀后，DM4000M 型金相显微镜以及 NOVATM
Nano SEM 23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显微组织。采用
JEM-2100F 型透射电子显微镜进行 TEM 分析（加速

表 2 Ti-1023、VT22、Ti-55531 的 M d 和 B 0
Table 2 M d and B 0 of Ti-1023, VT22 and Ti-55531

电压 200 kV），其中 TEM 样品制备如下：线切割切取
0.3 mm 厚的薄片，经金相砂纸打磨至 50 μm 后冲成 Φ3
mm 圆片，用 TENUPOL-5 型双喷电解减薄仪减薄至

Alloy

Md

B0

Ti-1023

2.768

2.304

VT22
Ti-55531

2.769
2.771

2.322
2.29

穿 孔 ： 减 薄 液 配 方 600 mL CH 3OH+350 mL
a

CH3(CH2)3OH+50 mL HClO 4，双喷减薄电压 21~23 V，
温度–35~ –25 ℃。采用 HV-5 型小负荷维氏硬度计测
量其硬度，测试条件：载荷 2 kg，加载时间 30 s，每
个试样测量 10 个点计算平均值。

2
2.1

结果与讨论
b

全 β 态 Ti-55531 的冷轧组织特征

c

图 2 为全 β 态 Ti-55531 钛合金冷轧前后的 XRD 图
谱 。 可 以 发 现 ， 冷 轧 后 的 Ti-55531 没 有 观 察 到 像
Ti-1023、VT-22 等其它近 β 钛合金冷变形后出现的应力
诱导 α″相。近 β 钛合金在冷变形过程中是否出现应力

Rolling direction

Rolling direction

诱导 α″取决于 β 相的稳定性：β 相稳定性越高，则越不
图3

利于应力诱导 α″的出现[6]。根据 Morinaga 等人建立的
[7]

合金相稳定理论 ，可采用原子间轨道重积分之和的平
均值 B 0 以及 d 轨道的平均值 M d 2 个参数评价合金相

Fig.3

不同冷轧变形量的 Ti-55531 显微组织

OM images of Ti-55531 cold rolled to 0% (a), 26% (b),
and 62% (c) reduction

的稳定性： M d 越高以及 B 0 越低，则合金相稳定性越
高 [8,9] 。表 2 中列出了计算得到的 Ti-1023、VT22、
Ti-55531 的 M d 与 B 0 。可见，Ti-55531 具有较高的 M d

全 β 组织（图 3a）。经 26%冷轧后，等轴状 β 晶粒被压

值和较低的 B 0 值，表明 Ti-55531 的 β 稳定性较高，故

（图 3b）。冷轧变形量进一步增加至 62%后，β 晶界发

而不利于出现应力诱导 α″。此外，从图 2 中还可以发

生破碎，β 晶粒压扁变形加剧，沿轧制方向进一步拉长，

现，Ti-55531 经冷轧后，β 晶粒的(110)、(211)、(200)

不同 β 晶粒内部的滑移带相互交叉形成纤维组织。

晶面出现宽化现象，且宽化程度随着变形量的增加而增

扁，沿轧制方向拉长，β 晶粒内出现平行排列的滑移带

为了进一步研究变形机制，对冷轧前和经 26%冷

大，表明冷轧引入了微观应变，且随变形的加剧而增加。

轧后的 Ti-55531 进行 TEM 观察。可以发现，冷轧前的

图 3 为冷轧前后的 Ti-55531 显微形貌。可以发现，

β 基体内存在大量尺寸小于 6~7 nm 且弥散分布的

经 880 ℃，1 h 全 β 固溶处理得到的初始形貌为等轴状

ωisothermal 相（图 4a 与图 4b）
。经 26%冷轧变形后，β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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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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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β

5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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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μm
图4
Fig.4

[113] β

Ti-55531 冷轧前和 26%冷轧后的 TEM 照片

图5

TEM 照片

TEM images of Ti-55531 alloy at various states: (a) dark
image and (b) SAED pattern of sample unrolled; (c) bright

未冷轧和经 26%冷轧 Ti-55531 在 300 ℃时效 2 h 的

Fig.5

TEM images of Ti-55531 alloys: (a, b) SAED pattern and

image and (d) SAED pattern of sample cold rolled to

dark image of sample unrolled and aged at 300 ℃ for

26% reduction

2 h; (c, d) SAED pattern and bright image of sample
after 26% cold rolling and aging at 300 ℃ for 2 h

内存在平行的滑移带，并且位错在滑移带内塞积，没有
出现孪晶（图 4c）。由于 ωisothermal 在热力学上是不稳定
[10]

形缺陷完全消除。从图 6 的 XRD 图谱可以发现，随着

，可以推测冷轧过

变形量的增加，α 相衍射峰相对强度增强，即 α 含量增

程中产生的热效应会引起 ωisothermal 回溶（如图 4d 衍射

加，验证了冷轧对 α 相析出的促进作用。未冷轧

的，在升温至约 150 ℃发生回溶

花样所示）。此外，Takemoto 等人

[11]

认为在变形过程中

Ti-55531 合金在 300 ℃时效 2 h 时，相变驱动力不足以

{112}<111>全位错受 ω 阻碍分解为 3 个连续{112}β 晶

驱动 β → ω → α 相变的发生；而冷轧试样内存在的高

面上的不全位错，这些不全位错滑过 ω 粒子导致 ω 转

密度非平衡缺陷提高了合金的自由能，相变驱动力增

为 β。全 β 固溶处理后 Ti-55531 冷轧变形时在(112)β

大，进而能够促进 α 相从 β 基体中直接析出。另外，从

发生滑移，导致 ωisothermal 被不全位错滑过转变为 β（如

图 6 中还发现，对于冷轧 Ti-55531 合金，经 300 ℃时

图 4d 衍射花样所示）。

效 2 h 以后，β 峰的宽化现象依然存在，证明在此温度

2.2

下进行时效还不足以完全消除微观应变，此外 α 相的衍

冷轧对时效过程中的相变和显微组织的影响
为了区分冷轧对 Ti-55531 时效过程中 ωathermal 以及

效 2 h 发生的相变。经 300 ℃，2 h 时效后，未经冷轧

26% cold rolled
Unrolled

认为 ωathermal 是通过无扩散的共格切变形式从 β 相中形
30

核[12]，而晶格畸变等缺陷对 ωathermal 形核不利，因此 26%
冷轧合金在 300 ℃时效过程中没有 ωathermal 的析出（图
图6

的析出（图 5c），表明冷轧促进了 α 相的析出。此外，
在 300 ℃时效 2 h 后，26%冷轧合金内的位错等缺陷依
然存在（图 5c），表明在此温度下时效还不足以引起变

(211)

62% cold rolled

合金的 β 基体内析出了 ωathermal（图 5a 和图 5b）。一般

5c）。同时 26%冷轧合金经 300 ℃时效 2 h 后，有 α 相

(211)

影响。图 5 和图 6 显示冷轧前后 Ti-55531 在 300 ℃时

(102)

合金来研究冷轧对时效过程中的相变以及显微组织的

(100)

Intensity/a.u.

间）、650 ℃（代表 α 相直接析出温度区间）时效后的

(200)

(110)

α 析出的影响，选用 300 ℃（代表 ωathermal 析出温度区

40

50
2θ/(°)

60

70

不同冷轧变形量 Ti-55531 合金 300 ℃时效 2 h 的
XRD 图谱

Fig.6

XRD patterns of Ti-55531 alloys cold rolled to 0%, 26%,
and 62% reduction and then aged at 300 ℃ for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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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析出影响不同，冷轧合金内部存在的高密度缺陷抑制

图 7 显示冷轧前后 Ti-55531 在 650 ℃时效 2 h 的显

了 ωathermal 的形核，促进了 α 相的形核，导致析出的针

微组织。未冷轧合金经 650 ℃，2 h 时效后，β 晶界处析

片 α 更为细小，且含量更高。

出了连续分布的 α 层（图 7a）
，β 晶粒内大量析出互成

2.3

冷轧和时效温度对 Ti-55531 硬度的影响

60°夹角并且分布均匀的细小层片状 α（图 7b）
。26％冷

图 8 显示冷轧前后 Ti-55531 在不同温度下时效的

轧合金在 650 ℃时效 2 h 以后，析出的 α 相形成交叉网

硬度。可以发现对于所有的试样，硬度随时效温度的升

状结构（图 7c 和图 7d）
，同时 α 相倾向于在缺陷位置形

高而先增大后减小，峰值均出现在 400 ℃附近。在相

核的特性导致 26%冷轧合金析出 α 相含量亦提高。随着

同时效温度下，冷轧合金硬度高于未冷轧合金，并且随

冷轧变形量增加至 62%，经 650 ℃时效 2 h 后，合金已

着变形量的增大这种硬化效果更为明显。未冷轧 Ti-

难以辨别出原始 β 晶粒（图 7e 和图 7f）
，表明冷轧变形

55531，在 300 ℃时效会析出大量的 ωathermal，ωathermal

后 β 晶界已完全破碎；合金内析出的 α 相更为细小且含

是一种硬质相，阻碍位错的移动，导致合金硬度的增加。

量更高，
进一步证明了冷轧促进时效过程中 α 相的析出。

在 350~400 ℃时效，ωathermal 会逐渐转变为硬化效果更

此外，
图 7d 和图 7f 显示冷轧 Ti-55531 在 650 ℃时效 2 h

为明显的纳米尺度的 α 相[14,15]。随着时效温度继续升

后 α 倾向于定向排列。时效过程中层片状 α 倾向于在滑

高，析出的 α 相尺寸增大，粗大的 α 相硬化效果要小

移带内析出，导致析出的层片状 α 定向排列，另一方面，

于纳米尺寸的 α 相[15]。因此未冷轧合金随着时效温度

为了降低 α 析出导致的应变能增加，层片状 α 在位错线

的升高，合金硬度先增大后减小。冷轧 Ti-55531 内部

附近(位错应变场范围内)析出时选择了一种最有利的析

的变形缺陷促进析出含量更高更为细小且硬化效果更

出生长方向，最终导致这种变体选择现象

[13]

为明显的 α 相，并且变形缺陷对 α 相析出的促进作用

。

上述结果表明，冷轧对 Ti-55531 中 ωathermal、α 相

随着变形量的增加而更为明显，因此在同样的温度时效
时，导致冷轧合金的硬度更高。

b

a

从图 8 中还可发现，在相同的时效条件下，冷轧合
金与未冷轧合金的硬度差值在 300~400 ℃时随着时效
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当时效温度超过 400 ℃时则随着
时效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冷轧合金在 300~400 ℃时效
时，由于温度比较低，位错不容易消失，合金硬度差值

10 μm

3 μm

c

d

的变化主要受 α 相析出的影响。冷轧 Ti-55531 在 300~
400 ℃时效，从 β 基体中直接析出强化效应明显的 α
相，而 α 相析出受扩散影响，时效温度升高会加速 α
稳定元素从 β 相中扩散至 α 相以及 β 稳定元素在 β 相中
的富集，促进了 α 相的析出，引起 α 含量随着时效温
度的升高而增加，导致冷轧合金硬度随着时效温度的升
高而增加。当温度继续升高超过 400 ℃时，析出的 α

Rolling direction

10 μm Rolling direction
e

3 μm

相尺寸增加，α 相硬化效果减弱，且 α 倾向在滑移带内
f

Hardness, HV/×10 MPa

600
550
500

Unrolled
26% cold rolled
62% cold rolled

450
400
350

Rolling direction

10 μm Rolling direction

3 μm

300
250

图7
Fig.7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Temperature/℃

冷轧前后 Ti-55531 在 650 ℃时效 2 h 显微组织形貌图
SEM images of the microstructures of Ti-55531 alloy
unrolled (a, b), cold rolled to 26% (c, d), cold rolled
to 62% (e, f) reduction followed by aging at 650 ℃
for 2 h

图8
Fig.8

不同冷轧变形量 Ti-55531 在 300~750 ℃时效 2 h 后的硬度
Hardness of Ti-55531 alloys cold rolled to 0%, 26%, and
62% reduction and aged at 300~750 ℃ for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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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引起被 α 占据的部位位错消失；同时 β 基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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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ld Rolling on 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Subsequent Aging
Behavior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of Ti-55531 Alloy
Chen Fuwen, Zhang Xiaoyong, Zhou Kecha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wder Metallurg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solution state Ti-5Al-5Mo-5V-3Cr-1Zr (Ti-55531) alloy was subjected to cold rolling and aging. The cold rolling and its effects on
phase transformation,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during subsequent aging treatment and final mechanical property were investigated by XRD, TEM
and hardness tests et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structure after cold rolling are the dissolution of ωathermal phase; there
is no trace of stress-induced martensitic α″ phase observed in this work, while it presents in most of other near β titanium alloys. For the aged
alloys, the precipitation of ωisothermal phase is profoundly suppressed, and finer lamellar α phase is considerably promoted by high-density
dislocations raised in cold rolling. The hardness curve presents peak values at 400 °C in respect to the increasing annealing temperature.
Key words: Ti-55531 alloy; cold rolling; aging treatment; microstructure; mechan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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