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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高压扭转法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粉末固化后试样的组织与性能。 认为高压扭转法固化粉末制备块体

超细晶材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同时还指出了目前运用高压扭转法固化粉末制备块体超细晶材料的不足，并
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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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体超细晶材料是指具有完全均匀分布的等轴
晶组织，平均晶粒尺寸小于 １ μｍ，多数晶界为大角度
取向的块体材料。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当金属材料的
晶粒尺寸被细化至亚微米乃至纳米级别时，材料将表

现出异乎寻常的物理和力学性能，如高强度和高耐磨
性等，晶粒细化方法的研究也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热
［１－
３］
点领域 。
近年来，一种新的大塑性变形法技术—
—
—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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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法（ＨＰＴ）被广泛应用于固化粉末材料当中。 同
其他方法相比，通过高压扭转法制备的块体超细晶
材料可以避免残余空隙和杂质的产生，而且高压扭
转法可以在固化粉末的同时细化晶粒，通常可以达
到纳米级，这也使应用微米级金属粉末生产块体纳
米材料成为可能。 同纳米级粉末相比，微米级粉末
［４－
７］
更容易合成、清洁和运输
。

１

高压扭转法基本原理
［８］

高压扭转法原理如图 １ 所示 。 在室温或低于
０．
４ Ｔｍ 温度的条件下，模具内的盘状试样被施以几
个 ＧＰａ 的压力 Ｐ，同时下模转动通过主动摩擦在其
横截面上施加一扭矩，促使变形体产生轴向压缩和
切向剪切变形。 其实质在于控制接触摩擦力和变形
体内部剪切变形强度，从而将变形体与模具间有害
的摩擦变成有益的作用。 一方面保证了法向应力的
降低，提高非密实件的可焊性能；另一方面可以使材
料产生较大的塑性变形，改善材料内部组织，获得亚
［９－
１０］
微米级甚至纳米级块体材料
。 试样在类似于静
水压力的条件下产生变形，即使承受很大的应力，也
不会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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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考虑到处理过程中试样厚度的变化，等效应
变可以由式（３） 进行估算：
２πＮ· ｒ· ｈ０
ε ＝ｌｎ
（３）
２
ｈ
式（３） 中：ｈ０ 为试样初始厚度；ｈ 为处理后试样厚度。
高压扭转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压力大小，扭转
圈数， 扭 转 角 速 度， 高 径 比， 摩 擦 系 数， 以 及 温 度
［ １３－
１４］
等
。

２

粉末固化后的组织与性能

目前，高压扭转法已经成功应用于镍粉、钴粉、
钛粉、铝基合金粉末及铁基合金粉末等的固化，研究
结果表明，经高压扭转处理之后可以获得成分均匀、
性能良好的块体超细晶材料。
［７］
Ｖ．
Ｖ．Ｓｔｏｌｙａｒｏｖ 等 对钛粉进行了预压和高压
扭转的对比试验，所用钛粉初始颗粒大小为 ２１ μｍ。
［ ７］
图 ２ 为高压扭转后的透射电镜显微组织图 ，可以
看出固化后平均颗粒大小约为 ７５ ｎｍ，并且试样具
有高的位错密度和内应力及大角度非平衡晶界。 在
３００ ℃、３００ ＭＰａ 的条件下预压之后，试样密度仅为
理论密度的 ８８％，显微硬度 Ｈ Ｖ ＝１ ０００ ＭＰａ；而在同
样条件下对试样扭转了 ３ 圈之后，试样密度增至理

高压扭转法原理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Ｐ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πＮｒ
在剪应变 γ＝
＜０．
８ 的情况下，变形量可
ｈ
［１１］
由公式（１） 进行计算 ：
γ
ε ＝
（１）
３
其中，Ｎ 为旋转圈数，ｒ 为距中心的距离，ｈ 为坯料厚
［８］
度。若 γ≥ ０．
８，等效应变可由式（２） 得到 ：

图２

ＨＰＴ 固化后钛试样的 ＴＥＭ 显微组织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Ｅ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ｎ ＨＰＴ－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ｓａｍ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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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

论密度的 ９７％，显微硬度 Ｈ Ｖ ＝４ ０２１ ＭＰａ。 由此可
见，高压扭转法能够有效降低材料孔隙率和提高材
料的密度，而材料密度的增加使显微硬度得到了显
著提高。 预压和高压扭转法的差别仅在于高压扭转
法对试样有剪切变形，所以剪切变形是促进材料致
密的主要因素。
Ａｌ８４ Ｙ３ Ｎｉ８ Ｃｏ４ Ｚｒ１ ＋ＳｉＣ 粉末在 ５ ０００ ＭＰａ 作用
力下旋转 ５ 圈之后所得试样横截面扫描电镜显微组
［１５］
织，如图 ３ 所示 。 由图 ３（ ａ） 可以看出，经高压扭

转后试样组织十分均匀；由图 ３（ｂ）和（ｃ）可以看出，
金属间化合物（白色颗粒） 和 ＳｉＣ（黑色颗粒） 被破碎
并弥散于基体内；图 ３（ｄ）为喷射沉积固化后的组织
图。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经过高压扭转之后，ＳｉＣ 颗粒
被明显细化。 对 Ａｌ９０ Ｆｅ７ Ｚ３ 粉末的处理也达到了同样
［１５］

的效果 。 表 １ 为 ２ 种合金粉末经不同工艺处理后
维氏硬度的比较，可以看出，经高压扭转处理之后的
硬度值远远大于经热挤和喷射沉积之后的硬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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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８４ Ｙ３ Ｎｉ８ Ｃｏ４ Ｚｒ１ ＋ＳｉＣ

—

３ ０１０ ±７０ ４ ６００ ±１００

Ｊ．Ｓｏｒｔ 等

采用高能球磨和高压扭转复合工艺

Ｒ．
Ｚ．
Ｖａｌｉｅｖ 等

应用高压扭转法处理初始颗粒大小

［３］

加工钴粉，试验后钴颗粒被细化至 ３．
５ ｎｍ，试样显微
硬度达到 ７ ３５０ ＭＰａ，远远大于一些钴基合金的硬度。
［５］

为 ０．
７５ μｍ 超细镍粉，试验后不仅得到完全致密的块
体镍，而且颗粒被细化至 ２０ ｎｍ，显微硬度达到（８ １００
±１５０）ＭＰａ。 Ｚ．Ｌｅｅ 等

［１６］

发现 Ａｌ－
７．
５％Ｍｇ 合金粉末

经高压扭转之后晶粒沿扭转方向伸长，宽度为３０ ｎｍ，
硬度最大达到 ３ ５００ ＭＰａ，而同样的粉末经热等静压
和温挤处理后硬度仅为２ ０００ ＭＰａ。

３

目前存在的问题
大量实验表明，高压扭转法固化粉末制备块体

超细晶材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目前还存在
以下问题：
１）目前采用高压扭转法制备的块体超细晶材
料形状一般为盘状，直径为 １０ ～２０ ｍｍ，厚度仅为
０．
２ ～１．
０ ｍｍ，经研究表明，试样在此厚度范围内经
高压扭 转 足 够 圈 数 后 整 体 组 织 比 较 均 匀。 Ｇｅｎｋｉ
［１７］
Ｓａｋａｉ等 采用高压扭转法处理直径为 １０ ｍｍ、厚度
为 ８．
５７ ｍｍ 的 Ａｌ－
３％ Ｍｇ－
０．
２％Ｓｃ 合金，结果显示
试样沿轴向及纵向组织差别都比较大。
［７］

２）由表 ２ 可以看出，尽管高压扭转之后试样
的显微硬度较高，但是试样抗拉强度和延展性较差，
虽然在 ４５０ ℃和 ５００ ℃时材料表现出较好的延展

Ａｌ８４ Ｙ３ Ｎｉ８ Ｃｏ４ Ｚｒ１ ＋ＳｉＣ 粉末经 ＨＰＴ 及喷射沉积

图３

后横截面 ＳＥＭ 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Ｍ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ＰＴ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ｐｒａ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ｄｉｓ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ｌ８４ Ｙ３ Ｎｉ８ Ｃｏ４ Ｚｒ１ ＋Ｓ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ｏｗｄｅｒ

表１

热挤 Ａｌ９０ Ｆｅ７ Ｚ３ 、喷射沉积 Ａｌ８４ Ｙ３ Ｎｉ８ Ｃｏ４ Ｚｒ１ ＋ＳｉＣ 与
高压扭转后维氏硬度值（ＭＰａ）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ＭＰａ） ｏｆ ｈｏｔ－
ｅｘｔｒｕｄｅｄ Ａｌ９０ Ｆｅ７ Ｚ３

ａｌｌｏｙ ａｎｄ Ａｌ８４ Ｙ３ Ｎｉ８ Ｃｏ４ Ｚｒ１ ＋ＳｉＣ ｓｐｒａ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ＰＴ
合金

热挤

喷射沉积

高压扭转

Ａｌ９０ Ｆｅ７ Ｚ３

１ ６５０ ±５０

—

３ ５８０ ±１５０

性，但抗拉强度比低温时有所下降。 纳米晶材料内
部的缺陷如孔隙可能是造成其抗拉强度较低的原
［ １８］
因 ，试样在拉伸过程中容易在缺陷处产生应力集
中，从而造成试样发生局部变形以致过早破坏。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材料
粗晶粒
钛片
ＨＰＴ 后的
钛试样

抗拉强度和延伸率的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测试温度

极限强度

／
℃
２０
５００

／
ＭＰａ
４６０
１３５

２０
４００
４５０
５００

—
２６０
１２５
８０

屈服强度
／
ＭＰａ
４５０
９５
—
２５０
６０
４５

延伸率
／
％
２７
３２
０
２
９０
１１５

３）目前对于高压扭转后试样显微硬度增大机
理研究得还不是很透彻。 高压扭转后晶粒尺寸的减
小是试样显微硬度提高的重要原因，但存在一个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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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晶粒尺寸，当晶粒小于该临界尺寸时，在晶界处
位错很难形成堆积，反而会使试样产生一定程度的
［ １９］
软化 。 除此之外还可能与堆垛层错能、晶体结构
的转变等有关。

４

结

［６］

［７］

语

高压扭转法作为大塑性变形方法中细化效果最
好的一种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连续体材料晶粒
的细化当中。 大量的研究证明，采用高压扭转法固
化粉末材料，在细化晶粒的同时可以得到完全致密
的块体超细晶材料，这也使应用微米级粉末生产纳
米级块体材料成为可能，从而克服了传统的固化纳
米粉末制备块体超细晶材料的种种弊端，为块体超
细晶材料的制备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尽管高压扭转法固化粉末材料还存在着一些问
题，但其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生物医学及体育用
品等行业还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将来，一方面
要继续对高压扭转法进行机理方面的研究，另一方
面还应该积极扩展高压扭转的应用范围，如 Ａ．Ｐ．
［２０］
Ｚｈｉｌｙａｅｖ 等 人应用高压扭转法固化机械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铜屑，固化后晶粒尺寸为 ３００ ｎｍ，初始晶
粒尺寸为 ５ μｍ，硬度为 １ ７２５ ＭＰａ，远大于初始硬度
１ ０３０ ＭＰａ。 此外还应该进行高压扭转与其他变形
方法复合的研究，如与等径道角挤压、高能球磨等复
合，使变形工艺由单一走向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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