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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叶片无余量精锻工艺用玻璃防护润滑剂的研究

北京玻璃研究院 ( 100062)  段素杰*

  摘要  介绍了钛合金叶片无余量精锻工艺用玻璃防护润滑剂的研制过程、性能检测、复合物玻

璃配方设计和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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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北京玻璃研究院自 6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研究并

生产与金属塑性热加工和金属热处理工艺相关的特

种玻璃系列产品, 其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军工、航

空、航天、冶金、有色、机械等行业中。

上述特种玻璃系列产品包括: ( 1) 金属塑性热

加工用玻璃防护润滑剂系列; ( 2) 金属热处理用高

温玻璃防护涂料系列; ( 3) 高温搪瓷系列; ( 4) 轧

辊离心铸造防护用浮渣玻璃系列等。

本文介绍的 / 钛合金叶片无余量精锻工艺用玻

璃防护润滑剂0 就是金属塑性热加工用玻璃防护润

滑剂系列品种之一, 是专为飞机发动机的钛合金叶

片无余量精密锻造成形工艺而研制的。它的研制属

于一种较为活跃的实用边缘科学, 涉及摩擦、磨损、

润滑、无机材料、有机材料、金属材料、塑性成形

等一系列的学科。

二、润滑剂配方的设计

本润滑剂组分的设计前提是, 应充分满足钛合

金无余量精锻工艺中防护与润滑的双重功能要求。

钛合金的氧化一般在约 650 e 开始, 750 e 加

剧。所以, 要求涂层在 700 e 以前能形成一个连续、

封闭的膜层, 使金属基体与介质中的 O2、H 2、N2

等危害气体隔绝; 在 700~ 925 e , 形成一个高温黏

度适宜的膜层, 减弱大气气体分子渗透和扩散; 并

要求在金属变形温度 ( 900~ 970 e ) , 玻璃润滑剂的

高温黏度处在低的 10
2~ 3

Pa#s范围内, 得以发挥良

好的润滑作用。此外, 还要求润滑剂不腐蚀钛合金,

在钛合金表面不产生有害元素的侵渗。

为了能在相当宽的温区中都满足上述要求, 本

研究在润滑剂主组分 /玻璃0 的设计中采用了复合

玻璃的设计思想
[ 1]
。

一方面, 以瞬融性好、高温黏度易于调整的某

种玻璃作为润滑剂的调整组分, 在低温 ( 700 e ) 以

前熔融, 形成封闭膜层; 另一方面, 以粘度状态最

佳、料性长、抗腐蚀性好并化稳性好的第二种玻璃

作为主体组分。将这两种不同性能的玻璃按适当比

例混合组成复合玻璃料, 期望使它们合理匹配, 性

能衔接, 组成料性足够长、保护性能好、高温黏度

适宜、又润滑性能相当理想的接力型复合玻璃料。经

过实验淘汰, 以上述的两种玻璃系为基础分别配制成

两种钛合金叶片无余量精锻玻璃防护润滑剂, 其牌号

为 T38和 T40, 系由复合玻璃粉、黏结剂、添加剂和

悬浮介质组成, 并经球磨、均化、分散制成悬浮胶体。

三、锻造实验与应用

无余量精锻工艺试验流程: 工件除油 预热

(100 ~ 150 e ) 喷涂玻璃防护润滑剂 (涂层厚

0106mm~ 0110mm) 干燥 加热( 900~ 970 e ,

5~ 15min) 锻造成形 冷却 喷砂或抛丸。

图 1  锻件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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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表面质量经检验可知: 经上述锻造工艺流

程锻造的工件 (图 1) , 金属表面无氧化, 无缺陷,

表面粗糙度达 312Lm 以下。

四、T38和T40玻璃防护润滑剂性能测试

  对 T38和 T40玻璃防护润滑剂, 根据实际需要

进行了以下性能测试。

11 玻璃防护润滑剂中复合玻璃的性能测试
表 1 复合玻璃的高温粘度

温度 ( e ) 870 900 925 930 950 970 1000 1050

高温粘度

lgG

( Pa#s)

进口料 2168 2142 2125 2124 2112 2104 1183 1160

T38 3111 2190 2176 2176 2164 2155 2140 2115

T40 2118 2102 1186 1187 1174 1143 1120

 注: 高温粘度的测试采用内柱体旋转法粘度仪。

图 2  玻璃防护润滑剂高温粘度

(横坐标为温度; 纵坐标为高温粘度)

表 2  复合玻璃的高温特征点[ 2]

软化点 ( e ) 半球点 ( e ) 流动点 ( e )

进口料 643 764 794

T38 775 829 860

T40 667 767 826

 注: 高温特征点的测试使用 GX 型高温物性测试仪。

测试结果表明: 进口料的高温粘度值居于 T38

与 T40中间。T 40与进口料的高温特征点数据极为

接近, T38略高于 T40与进口料。总之, 在树脂完

全灼失以后, 这 3种玻璃材料粘度的变化, 在进入

软化状态 ) ) ) 半球 (熔融) 状态 ) ) ) 流动状态的过

程中是大体一致的。

21 玻璃防护润滑剂的防护润滑性能测试
上述测试结果表明: T 38和 T40 均起到了防氧

化的作用, 其中 T 38的抗氧化性能优于 T40; T 40、

表 3  玻璃防护润滑剂的防护润滑性能

项目
进口料

防护试样

T38

防护试样

T40

防护试样

无

防护试样

实验方法

及标准

抗
氧
化
增
重

氧化增重

( g/ m2)

氧化速度

( g/ m2hr)

评定

氧化层厚( mm)

无数据

010239 017962 316146

011792 519728 4313926

抗氧化 弱抗氧化 不抗氧化

HB5258- 83

无 无 0103 GB224-87

摩擦系数(L) 0106- 01080108- 0109 01 05- 01 07 0150 HB7065- 04

T 38与进口料的摩擦系数接近, 且数值均小于 011,
说明 T40、T38 均具备良好润滑性能, 其中, T 40

的润滑性能明显优于进口料。

五、讨论与结论

( 1) 生产应用中, 玻璃防护润滑剂涂覆于金属表

面, 在加热和锻造过程中可起到防氧化、润滑、绝

热、降低锻件的变形抗力和提高模具的使用寿命等作

用。特别是钛合金叶片无余量精锻工艺用玻璃防护润

滑剂, 由于能保证无余量精锻工艺的苛刻要求, 就可

以在直接获得更高表面质量的基础上, 免去后续机加

工, 节约金属, 节省工时, 降低产品成本。

( 2) T 38、T40 玻璃防护润滑剂属于金属塑性

热加工用玻璃防护润滑剂系列产品的一部分。它的

研制成功再次说明: 某一特定品种的玻璃防护润滑

剂, 只能适合一定类型的合金, 适用于一个变形范

围, 一种或几种变形方式, 多用途、万能的玻璃防

护润滑剂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随着新工艺、新

技术、新材料层出不穷, 玻璃润滑剂亦需不断拓展,

系列化的玻璃润滑剂需继续努力完善。

( 3) 所研制的 T38、T40钛合金无余量精锻玻

璃防护润滑剂, 其技术指标达到了预定的课题合同

要求, 能满足并且已经实用于钛合金无余量精锻工

艺, 产品质量合格, 防护润滑效果好, 无毒, 使用

简便, 性能达到或优于进口料的水平。这两个品种

替代了国外进口的同类产品, 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填补了国内空白, 具有较好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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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锻压学会 2001年活动计划
11 2001 年 8 月冲压学术委员会在长春举行冲压年会。

212001年3季度特轧委员会举行特轧学术交流会,地点待定。

312001年4季度旋压学术委员会举行第九届旋压年会,地点待定。

412001年锻压设备委员会组织新世纪锻压新技术交流暨锻
压装备及辅件供求洽谈会。时间地点待定。

512001年 3 季度加热委员会与上海锻压学会联合举办加热

炉学术会议。

612001年 8月内蒙锻压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

712001年锻压学会理事及秘书长会议将选在西部举行, 拟选

四川成都、德阳及新疆等地。

812001年 10 月 8~ 11 日组团参展或参观英国伯明输国际锻

造展、金属板材加工展、工业炉展、模具展等。

912001年 11 月 11~ 14 日组团参展或参观美国芝加哥国际金

属加工制造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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