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GH4099 是一种时效强化型高温合金，它以

Ni、Cr为基，以Al、Ti、W、Mo、Co综合强化，以B、Mg

为晶界强化元素，是一种高热强性材料，因其具有

良好的抗高温蠕变能力，主要用在航空发动机燃烧

室的承力件上，使用温度为1000℃以下。

以往技术协议 HB5332-92 对其常温拉伸性

能、高温拉伸性能以及高温持久能力均有要求，要

求其具有较好的强度。本次接到的新技术协议，不

再要求其高温持久能力，对塑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求常温拉伸强度σb≤980MPa，以往协议中

σb≤1130MPa。此外，高温抗拉强度保持不变（≥

295MPa），该协议的难点在于保持高温抗拉强度的

同时提高板材的塑性。

长钢顺利制备了这种新机用GH4099板材，本

文对这种新机用GH4099合金板材的制备工艺进

行了研究,并对不同热处理工艺下的晶粒组织、性

能进行了对比，以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

依据。

1 成分和性能要求的限定条件

（1）GH4099合金的冶炼采用真空感应炉冶炼+

真空自耗重熔的双联工艺；

（2）合金的成分要控制在技术协议要求的范围

内，如表1所示。

（3）合金在固溶供货状态晶粒度应细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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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H4099冷轧板材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GH4099 cold rolled plate

元素

含量

元素

含量

C

≤0.10

Mo

3.0~5.0

Si

≤0.50

Co

5.0~8.0

Mn

≤0.40

Al

1.6~2.3

S

≤0.015

Ti

1.1~1.6

P

≤0.015

Cr

17.0~20.0

Fe

≤5.00

W

5.0~7.0

B

≤0.005

Ni

余



4级，时效处理状态下检测板材的力学性能，性能

满足下表2所示。

2 工艺方案

该 高 塑 性 2.5mm × 1000mm × 2000mm 的

GH4099板材制备工艺如下：采用真空感应炉冶炼+

真空自耗重熔冶炼；采用锻造 4 吨电液锤、⌀
700mm往返式轧机开坯，采用三辊热轧机、二辊热

轧机、⌀450mm可逆式冷轧机成材，采用辊底炉进

行固溶处理，采用OLympus金相显微镜检测晶粒

度，采用 Zwick Z330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检测常

温、高温拉伸强度及断后伸长。

3 制备工艺研究

3.1 化学成分控制

针对GH4099化学成分的讨论的文章很多，主

要是控制Al、Ti的元素含量，以往文章中Al元素主

要控制在2.0%~2.1%，Ti主要控制在1.2%~1.3%[1]。

由于GH4099属于时效强化型高温合金，以第二相

γ＇ [Ni3(Al,Ti)]析出为主要强化手段，为了降低其

常温拉伸强度，减少γ＇相的析出[2]，其中Al控制

在1.9%~2.0%，Ti元素控制在1.2%~1.3%。 长钢

制备出的GH4099板材成分如表3所示。

真空自耗后，A端成分：Al 1.95,Ti 1.30 ; H端成

分：Al 1.97,Ti 1.30

真空自耗后Al、Ti烧损较少，成分控制较好。

3.2 热处理工艺研究

3.2.1冷却方式的确定

除了成分、晶粒度大小会影响强度外，还有热

处理工艺，主要是固溶温度、以及固溶后的冷却方

式会影响γ＇相析出的数量，进而影响GH4099合

金的强度[3]。较高的固溶温度，较快的冷却速率会

降低γ＇相的析出，进而降低合金的强度[4]。根据

以往的实践经验,GH4099 合金的固溶温度在

1130℃时，晶粒度一般在5~7级，具有较好的塑性

和强度，本次试验选择1130℃。冷却方式上有风

冷、水冷和淋浴冷三种方式，首先采用水冷做了

试验。

第一组试验固溶温度1130℃，保温10min,采用

水管喷水冷却，冷却后，常温拉伸性能 1021,

1087MPa,断后伸长 44.5%,45.5%，高温拉伸强度

（900℃）为379,386MPa，断后伸长49.5%,70%。和

协议相比，常温拉伸强度较高，不满足协议要求。

此外，喷水管冷却不够均匀，由于取样的位置不同，

导致常温拉伸结果出现较大的差异。此时晶粒度

为7（60%），8（40%），组织照片如图1(a)所示，晶粒

度偏细。

再次进行固溶处理，固溶过程中晶粒会部分

长大，根据Hall-Petch公式τ=τ*+kd-1/2，其常温

抗拉强度随着晶粒度的增加，晶粒尺寸的减小而

显著增加。温度依然采用1130℃，保温10min,本

次采用风冷。处理后，常温抗拉强度1004MPa,

1036MPa，断后伸长21%,29%，强度依然较高，这

可能是风冷冷却速率较慢，γ＇相析出较多导致

强度依然较高。

表2 GH4099性能指标

Table 2 Performance index of GH4099

试样状态

交货状态

交货状态+时效

试验温度

（℃）

室温

900

拉伸性能

σb（MPa）

≤980

≥295

A（%）

≥35

≥23

表3 长钢制备出的GH4099板材成分

Table 3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GH4099 plate
manufactured by Changcheng Special Steel Company

元素

含量

元素

含量

C

0.052

Mo

3.91

Si

0.093

Co

6.05

Mn

0.01

Al

1.92

S

0.023

Ti

1.30

P

0.0010

Cr

18.47

Fe

0.41

W

5.81

B

0.0027

Nb

0.01

Mg

0.0012

-

-

(a)1130℃ 500×



最终采用1130℃，保温10min,淋浴冷。冷却后常

温拉伸强度为869,893MPa，断后伸长56%,53%，晶粒

度为5（50%），7（50%）,晶粒组织如图1(b)所示。淋浴

冷却较为均匀，常温拉伸强度差别不大，冷却速度较

快，减少了冷却过程中γ＇相的析出，降低了拉伸强

度，提高了板材的塑性。三次热处理后的常温强度强

度如下表4和图2所示，呈下降趋势。

根据王秀芬[5]等人的论文，GH4099合金成品晶

粒度在固溶温度为1160℃ ~ 1200℃为急剧长大阶

段，1120℃~1160℃之间为普遍长大阶段，经过三次

1130℃热处理后，晶粒度为5（50%），7(50%）。长大

较为缓慢，不过晶粒度的长大也和保温时间有关，

该结果较好地满足了协议的要求。在三次热处理

中，常温拉伸强度逐渐下降，具有较好的塑性。

该试验选取的温度晶粒度长大较为缓慢，晶粒

度的长大对常温拉伸强度的影响较小，常温拉伸强

度主要取决于冷却方式，淋浴冷却速度较快，且和

喷水管冷却相比，更加均匀。为了确定实际生产中

是否可以选取1130℃作为固溶温度，在此基础上，

又进行了下面的试验。

3.2.2固溶温度的确定

因之前在1130℃下对同一GH4099板材依次

进行了水冷、空冷、林浴冷，最终性能满足协议要

求。为了确定这种低塑性高强度的GH4099板材

在林浴冷却下的最佳固溶温度，对GH4099试样在

1130℃下进行了固溶处理，固溶时间10min,冷却方

式淋浴冷，热处理组织照片如图3所示。

（b）第三次热处理，1130℃ 500×

图1 热处理后的金相组织照片

Fig. 1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after heat treatment

表4 三次热处理后的常温拉伸性能变化
Table 4 Changes of tensile properties at room

temperature after three heat treatment

热处理制度

1130℃~1135℃，水冷

1130℃~1135℃，空冷

1130℃~1135℃，淋浴冷

常温拉伸强度

1021，1087MPa

1004,1036MPa

869,863MPa

常温拉伸伸长

44.5%,45.5%

21%，29%

56%，53%

Fig. 2 Tensile strength at room temperature und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 systems

图2 不同热处理制度下的常温拉伸强度

（a）1130℃ 100×

图3 不同热处理制度下的金相组织照片

Fig. 3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 systems

（b）1140℃ 100×



图3中晶粒度大小为7.5（50%）+8.5(50%),常温

拉伸强度965,960MPa，高温拉伸489,488MPa,断后

伸长40.5%,38%。符合协议要求。说明在1130℃

下进行固溶处理，保温时间10min，林浴冷却方式

可以保证该板材具有较好的塑性。但结果同时表

明在1130℃下进行固溶处理，晶粒度较细，常温拉

伸 强 度（965,960MPa）接 近 协 议 强 度 上 限（≤

980MPa），因此，实际生产中可采取1130℃~1140℃

进行固溶处理。

4 结论

（1）采用真空感应炉+自耗重熔进行冶炼，Al

控制在1.9%~2.0%，Ti元素控制在1.2%~1.3%时合

金具有较好的塑性和强度。

（2）降低合金Al、Ti的含量，加快固溶后的冷却

方式，可以减少γ＇相的析出，进而降低其拉伸

强度。

（3）在1130℃~1135℃，进行固溶处理，晶粒长

大较为缓慢。

（4）采用1130℃进行固溶处理，保温10min,淋

浴冷却，常温拉伸强度965,960MPa，可以满足性能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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