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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先进凝固科学与技术 

分会主席：翟启杰、李建国、刘兴军 

E04-01   

多元复相合金的深过冷快速凝固与力学性能研究 

阮莹，魏炳波 

西北工业大学 

深过冷复相合金的快速凝固过程涉及非平衡条件下晶体形核与生长、相变机制、传热传质、过程控制等，这些都是亟待

解决的科学问题。系统分析了地面模拟空间环境条件下三元共晶和包共晶的形成规律。发现深过冷时半导体共晶相从小面相

转变为非小面相，生长关系由两相协同生长发展为三相独立形核生长， 终形成三元不规则共晶。包共晶转变在凝固过程中

的发生顺序、转变类型以及过冷度大小决定了其转变机理和组织。近平衡凝固时包共晶转变的生成物为层片共晶，快速凝固

条件下则可能生成不规则三相组织或者共晶直接从熔体中析出。测定了深过冷 Fe 基四/五/六元合金中枝晶生长速度，研究

了溶质分布对枝晶快速生长的作用，发现半导体元素是导致枝晶缓慢生长的主要原因，过冷度超过临界值时溶质元素促进枝

晶快速生长。分析了复相合金的无容器条件、快速凝固机制与其物理性能之间的相关性。揭示了深过冷三元 Al-Cu-Ge 合金

凝固组织变化引起的两种硬化机制，运用复合材料的相关理论成功解释了复相合金中初生相和共晶凝固组织变化对材料微观

力学性能的作用机理。研究了微重力条件下三元 Al-Ag-Ge 合金液滴的快速凝固组织特征，确定了该合金液滴在不同冷速和

过冷度时的三种快速凝固路径，探索了快速凝固路径对合金力学行为的作用规律。 

E04-02 

鸡蛋清凝固龟裂制备透明导电网络电极材料 

刘俊明 

南京大学 

金属网络透明导电电极是替代当前 ITO 透明电极材料的主要方案之一。发展具有高性能和良好服役特性的低成本金属

网络透明电极制备方法称为其中重要的技术环节。本报告借助仿生学结构的一些启发，介绍如何通过鸡蛋清凝固与龟裂来制

备高性能银和铜网络透明电极技术。 

E04-03 

锆基合金的过冷与凝固 

刘日平，张新宇，张星，刘曙光，王强，刘迎丹，王利民 

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锆及其合金因具有抗辐照、耐腐蚀、抗氧化以及低的热中子吸收截面等良好的理化性能而广泛地应用于核工业和化工行

业。但锆基合金作为结构材料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却鲜有报道。这并不是因为成本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应用，而是因为对锆缺乏

有效的强韧化手段。当合金从熔融态快速冷却到固态而不发生结晶时，金属玻璃就能形成。很多大块金属玻璃用这种快冷的

方法制备而成。其中锆基金属玻璃因优异的玻璃形成能力，高的屈服强度，较大的弹性极限以及良好耐腐蚀性而备受关注。

然而，锆基金属玻璃因其尺寸、塑性等因素的限制，制备可实际应用的结构件关键技术尚未突破。这大大的限制了锆基大块

金属玻璃的应用。为了了解玻璃形成过程，研究了铜模内快速凝固和深过冷熔体的悬浮。为了避免合金凝固晶化而形成玻璃

态，测量了不同过冷度下的晶体生长速率。研究结果表明金属熔体中的晶体生长速度对理解大块金属玻璃的形成机理和特征

具有重要意义。锆基金属玻璃形成合金的生长速率远小于普通合金，甚至比硅低两个数量级，这可能是锆基金属玻璃形成能

力较强的主要原因。为了制备出形状完善的锆基大块金属玻璃产品，在测定锆基合金熔体粘度的基础上，通过对液态流动性

的考察，研究了铜模具型腔充填工艺，为浇注温度和压力提供了有用信息并成功地制备了各种锆基大块金属玻璃工作部件，

包括轴承、导轨等。通过大载荷高速旋转试验，对轴承滚子的使用寿命进行了评价。实验结果发现，锆基金属玻璃轴承滚子

比商用 GCr15 合金具有更好的耐磨性。锆基合金在低温、交替热环境、辐照和原子氧环境下作为空间运动部件材料有着广

阔的应用前景。此外，采用冷坩埚熔炼、大变形和热处理等手段制备了一系列新型晶态锆合金。制备的新型晶态锆合金的强

度可达 1600MPa，几乎达到锆基大块金属玻璃的强度水平，并且延伸率大于 5%。研究了新开发的晶态锆基合金的制备及特

殊加工技术，介绍了新开发的晶态锆基合金在空间机械、环保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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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04 

La-Fe-Co-Sb 包晶合金快速凝固-固态相变关联性及其对热电性能的影响 

耿慧远 

哈尔滨工业大学 

第一性原理计算 La-Fe-Co-Sb 体系的混合自由能表明 Fe/Co 比和 La 填充率的差异都可以作为调幅分解的驱动力，且一

直在 1200K 以下体系中都会出现调幅分解现象。La0.8Ga0.1Ti0.1FexCo4-xSb12 体系位于亚稳区，调幅分解需要经历形核、长大

过程。在极端非平衡凝固条件下，方钴矿相可以直接从液相析出，并在 终烧结样品中形成枝晶间偏析。枝晶偏析和调幅分

解导致区域间的成分差异，以及多尺度上的应变场起伏， 显著提升了 p 型方钴矿材料的热电性能。 

E04-05 

具有纳米-微米多尺度晶粒铝合金的制备及性能 

陈晓华 

北京科技大学 

本文通过多维剪切流铸造技术制备新型 Al-7Si 合金。TEM、T-EBSD 表征铸态样品表明，合金 α-Al 基体由大量纳米晶

粒和微米级晶粒组成，α-Al 基体内部分布着大量富硅纳米颗粒，与基体呈 cube-on-cube 取向关系。实验分析证明，富硅纳

米颗粒是由 Al 基体生长过程中捕获熔液中的富硅原子集团（即所谓的共晶液滴）而形成。拉伸结果表明多维剪切流铸造技

术相比于传统重力铸造可以显著提高合金的力学性能。熔体多维剪切流铸造技术使得纳微晶组织获取成为可能， 同时为铸

态合金的强韧化提供了潜在的途径。 

E04-06 

基于微成分设计的高强铝合金凝固组织演变及强韧化研究 

杜勇，李波 

中南大学 

在铝合金中添加微量稀土/过渡族元素是显著改善合金微结构和综合性能的有效方法。鉴于 Sc 和 Zr 对铝合金的重要性，

首先系统开展 Al-Sc-Zr 三元体系的相关系研究，通过上述研究设计了一系列不同 Sc 和 Zr 复合添加的 Al-Zn-Mg 合金。通过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HRTEM），电子背散射衍射（EBSD）和性能测试等手段，研究了 Sc 和 Zr 对合金显微组织和力学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复合添加微量 Sc 和 Zr 可以显著细化合金晶粒，由粗大的树枝晶转变为细小的等轴晶，其主要原因

是由于基体中析出的第二相初生粒子与 α-Al 基体晶体结构相同且取向一致，在合金凝固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充当基体的异质

形核核心。基于 EBSD 结果引入了一种特殊的计算方法用于分析初生粒子在基体中的空间分布，发现初生粒子呈现随机分

布，且倾向于分布在基体的低指数面上。在固溶时效处理后，复合添加 0.25Sc / 0.15Zr 的 Al-Zn-Mg 合金屈服、抗拉强度达

到 大值，这主要归因于晶粒细化和 Al3Sc，Al3Zr 或 Al3(Sc，Zr)在适当 Sc / Zr 比例下的析出强化效应。本工作旨在基于相

图热力学计算开展微成分设计、微结构调控及强韧化研究，为研发新型铝合金提供有效理论指导。 

E04-07 

锆基块体非晶合金的凝固行为及充型能力研究 

马明臻，张新宇，刘日平 

燕山大学 

本文以 29320 型调心滚子轴承外圈为对象，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探讨了 Zr41Ti14Cu12.5Ni10Be22.5块体非晶合金铸造成形

的充型和凝固过程。应用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通过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的控制方程和标准 k-e 模型，将充型和

凝固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建立瞬态流场、温度场和应力场三维有限元模型，以及温度场中初始条件、边界条件、潜热处理的

数学模型，对 29320 型调心滚子轴承外圈铸件充型过程的流场、凝固过程的温度场和应力场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分析了金属

液在型腔内的流速分布和流动模式，得到了金属液充型过程中的速度矢量图、温度场分布云图和铸件凝固过程中的温度场分

布云图、温度梯度分布云图和应力分布云图。凝固过程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大约经过 13 s 的时间，轴承外圈铸件的合金熔

体降至熔点温度(Tm=663 )℃ ，大约经过 25 s，合金熔体的温度降至玻璃转变温度(Tg=360 )℃ ，在这段时间内，熔体的平均

冷却速率为 36 K/s，当合金熔体的温度降至玻璃转变温度时的瞬时冷却速率为 16 K/s，此值远远大于 Zr41Ti14Cu12.5Ni10Be22.5

块体非晶合金的临界冷却速率 1 K/s，满足非晶形成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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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08 

内生纳米颗粒调控铝合金及钢的凝固组织和性能关键技术 

邱丰，姜启川，赵庆龙 

吉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铸造合金和变形合金都需要经过熔体凝固形成铸态组织的过程。凝固组织直接影响后续加工工序的效率和成本， 终关

系产品的使用过程中的质量、寿命及全服役周期的成本等。以液态和凝固组织调控为起点的组织调控是金属材料性能优化和

强化的重要途径。纳米尺度颗粒具有极强的组织细化效果，纳米颗粒不但细化组织控制晶粒的生长尺寸和形貌，还会大幅提

高合金的综合力学性能，尤其是高温强度、高温蠕变、冲击韧性和疲劳等性能。本工作涉及针对铸钢、铝合金开发的纳米尺

寸陶瓷颗粒细化剂，用于细化组织和大幅提高相应合金的强韧性、高温性能、抗冲击性能及疲劳性能等。纳米颗粒提高铝合

金的强塑性。ZL205Al 铝合金铸态晶粒尺寸约 140μm。随纳米 TiC 颗粒含量由 0.1 wt.%增加 0.7wt.%，α-Al 晶粒尺寸细化到

65、54、47 和 33 μm。0.1wt.%添加量时，拉伸强度从 485 提高 23MPa 到 508MPa，塑性从 6.6%提高到 14.4%，提高 2 倍。

0.5wt.%添加量时，拉伸强度从 485 提高 69MPa 到 554MPa，塑性从 6.6%提高到 14.0%。纳米颗粒提高铝合金的抗疲劳性能。

未添加纳米颗粒的铝合金在 120MPa 应力下疲劳循环次数分别为~200000 cyc（20 万次疲劳循环），添加 0.3wt.%TiC 纳米颗

粒后 ZL205A 铝合金在 120MPa 应力下疲劳循环次数分别为~500000 cyc，加入 0.3wt.%TiC 纳米颗粒后，疲劳循环次数提高

1.5 倍；疲劳性能的重要指标室温标准疲劳极限（107cyc 循环疲劳次数条件下），分别为 83.5MPa 和 124.5MPa，提高近 50%。

纳米颗粒强化铝合金的高温力学性能。添加 0.7wt%纳米 TiC 的铝合金在 220  ℃ （10-2s-1应变速率条件下）时，屈服强度提

高从 201 MPa 提高到 264MPa，提高了 63MPa（31%），延伸率提高 1 倍；在 10-4 s-1应变速率条件下，强度提高 18MPa(8.5%)，

延伸率提高 3 倍。纳米颗粒提高铝合金的高温抗蠕变性能。添加 0.3wt%纳米 TiC 的铝合金提高 Al-5Cu 高温蠕变抗力，蠕

变门槛应力提高 15-37MPa。120MPa 下蠕变速率降低 10-17 倍。纳米颗粒强化热作模具钢冷热疲劳性能。加入 0.018wt.%纳

米 TiC，热作模具钢的 抗冷«热疲劳能力提高 16%，裂纹条数减少 1 倍。纳米颗粒强化可以大幅提高热作模具钢的使用寿命。 

E04-09 

大型铸件特征凝固单元组织及偏析的热模拟 

王彪 1,2，李曦皓 1，仲红刚 1,2，翟启杰 1 

1.上海大学材料学科与工程学院，上海 200444 

2.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上海 200444 

由于大型超超临界热电机组铸件形状复杂、尺寸达数米甚至十几米，因此不同部位的冷却速率、温度梯度差异巨大，导

致 终凝固组织、成分和性能分布极不均匀，也极易形成缩孔缩松和裂纹缺陷，给机组安全运行带来隐患。但是，由于对超

大型耐热钢铸件凝固过程缺乏深入认识和有效控制手段，目前生产工艺仍主要通过传热数值模拟、经验设计和反复试验来确

定，过程耗时费力，铸件质量也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因此，摸清超大型耐热钢铸件不同部位凝固条件与组织演化及缺陷形成

的内在关联机制，从而调整凝固工艺并获得组织成分比较均匀、零缺陷的超大型耐热钢铸件成为业界难题。 

本文基于热模拟方法在连铸坯上的成功应用，结合大型铸件的传热特点，提出数值仿真结合实验的大型铸件凝固过程热

模拟方法。利用热模拟试验机研究了大型马氏体耐热钢铸件不同“特征单元”的凝固过程，研究了其凝固组织和偏析及硬度

分布。结果表明，大型马氏体耐热钢铸件中各部位由于冷速不同，铁素体和马氏体组织形貌有着较大差异。铸件上没有冷铁

作用的部位，由于冷却速率较慢，偏析和硬度波动 为严重。而大块冷铁处，冷却速度较快，晶粒细小，阻碍了富集溶质的

钢液的流动，成分分布较为均匀，因而硬度值波动也 小。该铸件中 C、P、Nb、B 为易偏析元素，其中 B 元素偏析倾向

为严重，Cr、Mn、Mo、Si、V 偏析倾向性小。 

E04-10 

镁合金中 Zr 异质形核的原子机制研究 

张爱民 1，韦佳宏 1，林成 2 

1.河南工学院 

2.辽宁工业大学 

异质形核机制是凝固领域的核心问题，关于异质形核机制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以固-固界面原子排列匹配度、固-固界面

能为依据，缺乏对异质形核初始过程的原子机制研究，特别是缺乏对形核界面处原子相互作用关系的深入研究。本文采用固

体与分子经验电子理论（EET）计算了 Mg、Zr 以及 Mg 中固溶 Zr 的 α-Mg、Zr 中固溶 Mg 的 α--Zr 四种物质的价电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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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合能、键能等。计算结果表明：Zr 的结合能远大于 Mg，少量 Mg 固溶于 Zr 时，虽然使 Zr 的结合能稍有降低，但 α-Zr

中 Zr-Mg 键能仍远大于 Mg 中的 Mg-Mg 键能，因此，Zr 在 Mg 熔体中领先析出或熔体温度低时存在不溶解的 Zr 颗粒；少

量溶解的 Zr 以 Mg-Zr 团簇形式存在于熔体中，为降低表面能，Zr 颗粒的外表面倾向于以 Mg-Zr 原子层为终止，即 Zr 颗粒

外表面的（0001）晶面上首先形成稳定的二维 Mg-Zr 原子层；在随后的凝固过程中，由于 α-Mg 中的 Mg-Zr 键能高于 Mg

中的 Mg-Mg 键能，因此，液相中的 Mg 原子优先依附于 Zr 颗粒表层的 Mg-Zr 原子层进行生长、形成稳定的有序结构，

终使 Zr 颗粒成为高效的异质核心。Zr 的异质形核是 Zr 颗粒与溶解 Zr 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原子机制可总结为：Zr 颗粒提供

与 Mg 相似且稳定的异质结构，满足异质形核的结构要求；溶解的少量 Zr 与 Mg 在 Zr 颗粒表面形成稳定的 Mg-Zr 过渡层，

满足异质形核的成分要求。高效的异质核心需同时满足界面原子排列结构与原子成分两个条件。 

E04-11 

高强超声作用下三元 Cu-Sn-Bi 亚偏晶合金的凝固机制与性能研究 

刘金明，翟薇，魏炳波 

西北工业大学 

偏晶合金在自润滑和电接触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由于常规凝固条件下合金熔体会发生液相分离现象，容易形

成严重的宏观偏析，使得其工业应用受到了很大限制。因此，人们一直在探索新型的凝固技术以获得均匀弥散的合金组织。

近年来，高能超声场在金属凝固方面得到了普遍关注，成为一种新型的熔体处理技术。由于超声波具有独特的非线性效应，

将其应用于偏晶合金的凝固过程中具有抑制第二相液滴迁移的作用，可有效调控合金的宏观凝固组织，进而改善其物理化学

性能。 

       本文以三元 Cu-32%Sn-20%Bi (wt)偏晶合金为实验对象，采用超声熔体处理技术研究了该合金的液相分离机制、第二液

相分布以及组织演变规律。同时，还探索了超声功率与合金凝固组织及物理化学性能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在常规凝

固条件下，合金凝固组织存在明显的宏观偏析，(Bi)相和(Cu3Sn)相分别在样品底部和顶部富集。通过引入超声场，可以改变

富(Bi)相液滴在空间的分布特征，液滴的聚集和沉积会被部分甚至完全抑制。随着超声功率的增加，富(Bi)相液滴在富(Cu3Sn)

基体中分布逐渐趋于均匀，并伴随着显著的晶粒细化。这是由于超声场的空化和声流效应会影响液-固界面前沿富(Bi)相液滴

的运动，从而实现了合金凝固组织中(Bi)相的弥散分布。此外，研究了超声场作用下合金的力学性能与抗腐蚀性能。随着超

声功率的增加，Cu3Sn 和(Bi)相的显微硬度均小幅上升，且合金的耐磨性能提高了 1.63 倍。同时，超声熔体处理能够明显改

善合金的耐腐蚀性能。 

E04-12 

Mg-Gd 二元合金凝固过程初晶(Mg)枝晶生长的定量相场模拟 

杨胜兰，康逊，张利军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3 

 稀土镁合金能显著提高传统镁合金的屈服强度和高温抗蠕变性能，在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行业中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相比其它稀土镁合金，Mg-Gd 合金具有更好的热稳定性，已成为一类重要的轻质高强铸造合金。但与铝合金和钢的同

类材料相比，Mg-Gd 合金的力学性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 Mg-Gd 合金的力学性能依赖于凝固过程形成的微观结构。因此，

研究不同凝固条件下 Mg-Gd 合金的枝晶形态和生长行为对指导优化其力学性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精准的热物性参数是进行凝固微结构定量相场模拟的关键。本课题组前期建立了 Mg-Gd 合金液固相热力、扩散动力学

数据库，可为相场模拟提供可靠的能量和扩散系数信息。 

    基于前期本课题组建立的热力学描述以及 Kaptay 模型，获得了 Mg-Gd 合金随成分和温度变化的液固界面能。随后基于

有限界面耗散的相场模型耦合 CALPHAD 热、动及界面能数据库和合金凝固形核新模型对 Mg-Gd 合金凝固过程的枝晶演变

进行了定量相场模拟。通过二维定量模拟，研究等温度梯度不同冷却速率下的晶粒形核，枝晶形态，枝晶生长方向，枝晶间

竞争生长，枝晶尖端位置和初次枝晶臂间距等演化现象。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吻合。 

E04-13 

亚快速凝固成型 La-Fe-Si 薄板材的高温相变过程及其磁热效应 

戴雨廷，郑红星 

上海大学 

采用离心浇铸的方法制备了亚快速凝固成型的 LaFe11.6Si1.4 薄板材。运用 SEM、XRD、DSC 等手段研究 LaFe11.6Si1.4 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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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铸态和高温热处理后的相组成和微观结构并运用 PPMS-9 多功能物性测试系统对高温热处理后的 LaFe11.6Si1.4 薄板材的

磁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薄板材在 1373 K 进行热处理时，τ1 相是由 LaFeSi 相和 α-Fe 相发生包晶反应所形成的。

热处理后的 LaFe11.6Si1.4薄板在 188 K 附近发生了一级磁相变；经过 1 小时和 3 小时热处理的薄板中，有效的磁制冷能力分

别达到 203.5 J/kg 和 209.7 J/kg。所以，离心铸造是一种新的制备高性能的具有磁热效应的 La−Fe−Si 薄板材的方法，并且细

化的晶粒和均匀蜂窝状的微观结构可以显著地提高在高温热处理过程中 τ1 相的形成速率。 

E04-14 

非平衡条件下 Ni-Al 熔体动力学与热力学特性的从头计算分子动力学研究 

唐健，王毅，王军，唐斌，寇宏超，薛祥义，李金山 

西北工业大学 

外场作用下熔体动力学和热力学性质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非平衡凝固过程的组织和缺陷控制，进而获得高品质金属材料。

本文通过从头计算分子动力学研究了平衡与非平衡条件下 Ni50Al50熔体动力学和热力学特性，其中包括体积、密度、扩散系

数、黏度、熵、热容等。一方面，借助唯象学模型阐明磁场作用下 Ni50Al50熔体动力学性质的演变规律；另一方面，利用两

相模型揭示温度与力场耦合作用对 Ni50Al50熔体热力学性质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由 BM4 状态方程确定的平衡

态展示出与实验相吻合的基本物性参数，例如熔体的体积、密度、扩散系数等；（2）平衡条件下，理论预测的扩散系数随温

度的变化符合 Arrhenuis 关系,与文献报道理论和实验结果[7, 8]相吻合；（3）非平衡条件下，力场作用将降低 Ni50Al50熔体扩散

系数，并可表达为由扩散活化体积和压强修正的扩散激活能表示的 Arrhenuis 关系。 

E04-15 

叶片单晶生长与热流的耦合控制 

李建国，李军，夏明许，胡侨丹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 

通过对高温合金叶片单晶生长中的热流与晶体生长行为的分析，认为目前普遍采用的单晶生长装备与工艺都不能满足合

格单晶叶片生长的需要。给出了单晶生长装备的温度场必须满足的单向热流区宽度与温度梯度和合金结晶温度间隔的比例关

系；基于叶片主轴与晶体方向的关系，给出了单晶生长过程中固液界面曲率和位置的允许波动范围；为满足上述要求，必须

发展新的单晶生长装备以拓宽单项热流区宽度，同时采用基于实际叶片形状的凝固过程热流平衡的自适应控制系统实现对凝

固界面位置波动的控制。 

E04-16 

强磁场下的合金定向凝固行为 

王强 1， 刘铁 1， 董蒙 1,2，吴明旭 1,2， 孙金妹 1,2 

1.东北大学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东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合金的凝固是一个复杂的热力学和动力学过程。凝固过程中的传热与传质行为直接影响着液/固界面形态、凝固路径、

溶质和相分布，以及 终的凝固组织，从而对合金的综合性能产生显著影响。近年来，强磁场对合金凝固过程的影响引起了

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强磁场的洛伦兹力、热电磁力、磁化力和磁力矩等作用效果，可以显著影响合金凝固过程的对流、溶质

迁移和晶体取向等行为，为利用强磁场调控材料的微观组织及性能提供了可能。 

本研究采用 Mn-Sb、Al-Fe 和 Al-Ni 等二元合金系作为研究对象，在不同强磁场条件和凝固速率下进行了合金的定向凝

固实验，考察了强磁场对合金定向凝固组织的影响规律。通过淬火实验固定液/固界面组织，研究强磁场对合金定向凝固过

程中液/固界面稳定性及前沿液相内的熔体流动和溶质迁移行为的影响效果，结合强磁场的多种作用效果，分析了强磁场的

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强磁场可以破坏 Mn-Sb 合金系中初生 MnSb 和初生 Sb 相枝晶的定向生长；在破坏 Al-Fe 合金系中初生

Al3Fe 相定向生长的同时引起相分布的梯度变化及共晶组织同初生组织的分层；可以诱发共晶 Al-Fe 合金发生规则共晶向胞

状共晶再向初生相同共晶相混合生长的转变；可以引起 Mn-Sb 合金中初生相和共晶相的晶粒细化；可以引起 Al-Ni 合金枝

晶间距的减小及非规则生长。对液/固界面形貌及溶质分布的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组织演变是由于合金在定向凝固过程中强磁

场的洛伦兹力、热电磁力和磁化力对熔体流动和溶质迁移产生影响引起。 

E04-17 

富镁合金微观偏析的计算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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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张传，陈双林，曹伟生 

CompuTherm 

镁合金是 轻的金属结构材料之一，在减少重量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在追求轻量化以提升燃油经济性的汽车工

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车用的大部分镁产品（> 90％）涉及铸造工艺。镁产业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调整合金的成分/微观结构，

以确保其具有良好的可铸性，优异的机械性能和良好的抗蠕变性和耐蚀性。通常来说，是几个微观结构参数决定了铸造镁合

金的这些性能，如晶粒尺寸，一次枝晶间距（PDAS），二次枝晶间距（SDAS），微观偏析，相分布以及第二相或金属间化

合物的存在。因此，调整铸造条件和铸态组织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相图是用于了解合金的凝固路径的常用手段。基于两个近似模型，利用 CALPHAD（相图计算）方法可以模拟合金的凝

固路径：平衡（杠杆规则）和非平衡（Scheil-Gulliver）模型。这种方法简单、高效且不需要耗费时间进行动力学计算。这

两种模型都假设在液态中完全互溶。杠杆规则模型假设溶质在固相中的扩散率无穷大，而 Scheil 模型假设溶质在固相中的扩

散足够小而忽略不计。这两个模型分别描述了两个极端情况。在实际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凝固过程都属于非平衡状态，也不

完全遵循 Scheil 模型。在固相中通常存在有限的扩散，即所谓的反扩散，它是冷却速率的函数，并且在合金的元素偏析以及

铸态显微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为了准确预测凝固过程中的微观偏析，需要考虑不同冷却条件下固态中的溶质反扩散。 

本文利用 Pandat 软件中 PanSolidification 模块模拟了 Mg-Al，Mg-Al-Ca，Mg-Al-Sn 和 Mg-Al-Ca-Sn 合金的凝固路径和

微观偏析，并进行了实验研究。模拟的结果与文献和本工作的实验数据相吻合。同时，我们也通过 PanSolidification 进行的

虚拟实验讨论了冷却速度对镁合金显微组织演变的影响。 

E04-18 

电流作用下金属熔体电磁效应分布及其对凝固的影 

张云虎、宋长江、翟启杰 

上海大学材料学院 

电流已经被用于金属的凝固过程、热处理以及粉末冶金中来制备材料和改善材料的性能和缺陷。本文着重研究电流对金

属凝固的影响，分别探讨了电流施加在两种常见的凝固形式下金属凝固细晶和相分布。通过研究金属熔体中电流、感应磁场、

电磁力和流场的大小和方向，获得电流作用下金属熔体中电磁效应分布。在此基础上，对电流作用下金属凝固细晶和相分布

的可能机制进行分析和探讨。 

E04-19 

液固界面小平面状 Al3Ni 金属间化合物生长行为的同步辐射成像表征 

丁宗业，胡侨丹，李建国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实际应用背景，异种材料液固界面复合而被广泛研究。其界面反应通常包含高熔点基体溶解、扩散反应及随后凝固

过程。以往文献，常采取快淬截断方式并将界面处非规则组织简化为层状，而对于界面处非规则相及界面前沿熔体中金属间

化合物的实际生长行为尚缺乏相关细节信息。近来，同步辐射成像技术为认识该过程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本文以 Al/Ni-液/

固复相体系为研究对象，借助同步辐射二维成像技术对界面前沿小平面状 Al3Ni 金属间化合物的不同生长特性进行动态表征，

并利用同步辐射微观断层扫描技术对 Al3Ni 相进行形貌重构，构建其空间几何模型，分析其交互生长机制。研究表明，小平

面状 Al3Ni 相呈现三种生长行为：(1). 规则实芯条状；(2). 非规则锯齿状；(3). 中空规则棒状及非规则尖端“V”型。假定 Al3Ni

棒为连续弹性圆柱体，当共面相交时，由于阻断作用而呈现“y”型与”V“型。当异面时，异面垂直距离(d) >圆柱半径和 ( r1 + r2 )，

其生长形貌呈现“X”型；当 d < r1 + r2时，借助绕过机制而呈交叉“X”型。 

E04-20 

同步辐射 4D 成像研究镁合金中纳米颗粒对枝晶生长行为的影响 

郭恩宇 1，荆涛 2，王同敏 1 

1.大连理工大学 

2.清华大学 

液态金属处理工艺提供了一种有效制备金属基纳米复合材料部件的低成本方法，但是，添加的纳米颗粒如何影响凝固过

程中的枝晶/组织演化尚不十分明确。研究纳米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凝固过程中的枝晶生长与演化机理对于进一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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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晶生长凝固理论，控制组织和指导生产工艺等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高能同步辐射 X 射线具有较高的时空分辨率的

优势，采用计算机三维断层扫描技术(μCT)，对 Mg-Zn-Al 合金在凝固过程中的枝晶演化过程进行了原位实时 4D（三维+时

间）研究，考察了纳米颗粒是否添加和冷却条件对晶粒形核与凝固枝晶生长的影响规律。通过对凝固晶粒组织特征随时间变

化的定量化分析（如晶粒比表面积、尺寸分布、尖端生长速率等），发现：（1）纳米颗粒添加促进晶粒的形核；（2）纳米颗

粒添加限制枝晶的生长；（3）纳米颗粒添加改变晶粒的形貌。利用 LGK 模型分析表明，晶粒的受限生长是源于纳米颗粒添

加导致凝固过程中枝晶尖端前沿 Zn 元素的有效扩散系数降低。 

E04-21 

双相网篮组织 Ti-Zr-Al-V 的组织演化与晶粒长大动力学研究 

刘曙光，马明臻，刘日平，刘迎丹 

燕山大学 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Ti-Zr-Al-V(TZAV)系列合金拥有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在航空航天工业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TZAV 系列合金由 α+β

双相网篮组织组成，研究其强韧化机制对于实际应用至关重要。XRD 结果显示，典型合金 Ti-30Zr-5Al-3V(TZAV-30)在常规

熔炼冷却后，铸态相成分即为 α+β 双相组成。电子扫描显微镜观察结果显示，铸态 TZAV-30 合金呈现出规则的网篮组织形

貌。再通过设计的多种热处理工艺可以调控合金的显微组织，并且进一步影响其力学性能。通过建立的两种网篮组织模型，

讨论了合金的网篮组织结构与其力学性能之间的关系，完善了 TZAV 系列合金的强韧化机制。研究发现，TZAV-30 合金的

强度主要由网篮组织中 α相板条宽度与残留 β相的体积分数决定，但不受原始 β晶粒尺寸影响。当 α板条的平均宽度在 10μm

时，随着残留 β相的体积分数的增加，合金强度降低。而当残留 β相的体积分数一致时，α板条的平均宽度越小，合金强度

越高。针对网篮组织形貌的合金，研究所得的经验关系可用来预测其力学性能的变化趋势。 

E04-22 

电磁场作用于熔体的热/力效应与凝固组织控制 

杨院生，李应举，冯小辉，罗天骄，张奎良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电磁场作为控制凝固组织的有力手段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工业实际应用。本文论述了不同类型电磁场作用于

合金熔体的电磁效应，模拟计算了脉冲磁场作用于合金熔体产生的电磁力效应和热效应，分析了电磁力导致的熔体流动和振

荡以及界面前沿的焦耳热和温度梯度改变对凝固组织的影响。计算和实验结果表明，电磁场作用于熔体的力/热效应可促进

凝固过程中的形核，影响枝晶尖端的生长行为，并影响柱状晶-等轴晶转变。研究还表明电磁强迫流动导致晶粒的转动可强

烈抑制枝晶生长，凝固组织由枝晶转变为球状晶组织。对电磁场产生的热/力效应和凝固过程的传热方式和冷却速度的实施

耦合控制，是调节和控制凝固组织的有效途径。 

E04-23 

钛酸盐的结构相似性与凝固形核路径选择 

胡侨丹，葛璇，卢温泉，夏明许，李建国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学院 

钛酸盐铁电单晶以及玻璃-陶瓷复合材料由于优异的性能表现在许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这类材料的制备与凝固过程

息息相关，因而，钛酸盐凝固过程的研究对于制备性能优异的功能材料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通过气动悬浮熔炼技术，系统研

究了 Ba-Ti-O 体系两种重要的铁电体化合物 BaTiO3 和 BaTi2O5 过冷凝固行为。结果显示：凝固产物受过冷度的显著调控，

在深过冷凝固过程中均出现同素异构转变现象。为了更深入理解这种相选择凝固现象，我们基于同步辐射高能 X 射线衍射

技术原位表征了熔体结构随温度变化的规律。实验结果表明熔体的结构参数（ 近邻原子半径，配位数）受到温度的显著调

控。通过对比过冷熔体结构和不同晶型凝固相的结构，我们发现结构的相似程度调控了凝固过程中形核选择路径：与过冷熔

体结构更“匹配”的晶型首先从过冷熔体中形核析出，而不同晶型的转变受到固态相变的影响。 

E04-24 

ZrCoAlY 非晶合金的玻璃形成能力和相分离现象研究 

朱家华 1,2，陈悦超 1,2，韩佳甲 1,2，杨水源 1,2，谢国强 3，王翠萍 1,2，刘兴军 3,1,2 

1.厦门大学材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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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建省材料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 

3.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非晶合金因具有高强度、高硬度、良好的耐蚀性等优异性能而成为 重要的新型工程材料之一[1]。然而，具有厘米级玻璃

形成能力的非晶合金仍然较少，这也制约了其在工程领域的应用。本研究以 ZrCoAl[2]三元体系为基础，详细研究了 Y 置换 Zr

对其玻璃形成能力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 在制备的 Zr56-xCo28Al16Yx (x=0, 2, 5, 7, 10, 12, 15, 20, 28, 36 at.%)合金中，

7-10 at.%的 Y 添加可以极大地提高 ZrCoAl 三元非晶合金的玻璃形成能力（大于 14mm）。这主要是因为 Y 的添加可以有效的降

低合金在过冷液态和晶态的自由能之差[3]。同时，随着 Y 含量的增加，非晶合金的强度逐渐降低。(2) 通过对 Y 含量高于 15at.%

合金的 DSC，TEM 和 EDS 表征，发现合金发生明显的液相分离现象。同时，本研究制备的多个合金均为双相非晶合金，即富

Zr 相和富 Y 相。形成这种双相非晶合金的原因是 Zr-Y 二元相图中存在亚稳的液相两相分离区[4]，而 Co 和 Al 的添加可以促进

富 Zr 相和富 Y 相的两相分离。此外，在对双相非晶的粘度表征中发现，在其过冷液相区的低粘度温区中存在两个波谷，且整

个低粘度温区发生明显宽化，这一特征温区可以大大降低非晶合金在过冷液相区塑性成形的工艺难度。 

E04-25 

金属玻璃基复合材料的内耗行为 

乔吉超 

西北工业大学 

由于具有独特而优异的物理和力学性能，金属玻璃及其复合材料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本研究采用动态力学分析仪对

Ti 基原位内生金属玻璃基复合材料的内耗行为进行研究。材料的动态力学温度谱和频率谱结果表明，与传统的金属玻璃相

比，Ti 基和 Zr 基金属玻璃基复合材料表现出独特的内耗行为。本研究着重研究了非晶基体中第二相晶体相对金属玻璃基复

合材料动态力学响应的影响。着重分析了金属玻璃基复合材料在玻璃转变过程中的动力学特征。 

E04-26 

气雾化 Ti-43Al-5Nb-2V-Y 合金粉末的快速凝固组织与相结构 

谷旭 1，曹福洋 1，张冬冬 1，刘娜 2，沈红先 1，孙剑飞 1 

1.哈尔滨工业大学 

2.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先进高温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TiAl 基合金作为新一代结构材料，由于其轻质且高温机械性能良好的特点，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相关学者和科

研机构广泛关注，然而其较低的室温断裂韧性和高温蠕变抗性则严重阻碍了其实际应用。目前，TiAl 基合金的主要制备方

法包括铸造、铸锭冶金(IM)和粉末冶金(P/M)等。采用铸造方法制备 TiAl 基合金，易出现铸造缺陷，如成分偏析和晶粒尺寸

不均匀等，造成铸件室温延性低。采用粉末冶金或 3D 打印方法则可以显著抑制上述缺陷，获得细小均匀的合金组织，从而

避免 TiAl 合金加工困难的问题，制备出净近成形的 TiAl 合金构件。而要制备组织性能良好的粉末冶金及 3D 打印 TiAl 合金

构件，粉末的质量至关重要。本研究采用冷壁坩埚感应熔炼气雾化(Plasma Melting Induction Guiding Gas Atomization, PIGA)

技术制备了 Ti-43Al-5Nb-2V-Y(at. %)预合金粉末，粉末的尺寸从几微米到几百微米不等，其中直径在 50-120μm 的粉末占比

多，不同粒度范围的合金粉末均以规则的球形为主，粉末表面光滑，部分粉末伴有卫星颗粒。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X 射线衍射(XRD)以及透射电子显微镜(TEM)等分析测试手段对氩气雾化 TiAl 预合金粉末的表面形貌、微观组织及相结构进

行观察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粉末直径的增加，凝固组织由表面无特征平面晶转变为胞晶， 终演变为枝晶形貌。粉末主

要由 TiAl 和 Ti3Al 相组成，γ相的含量受粉末尺寸影响很大，随着粉末尺寸的增加而大幅增加。对于适用于烧结和 3D 打印

的粉末（尺寸为 50-120μm）进行具体分析显示，该尺寸的粉末组织呈现出胞状枝晶组织特征，而 Y 元素则以 YAl2金属间化

合物的形式偏析在枝晶界上。 

E04-27 

变速抽拉下 Nb-Si 基超高温合金整体定向凝固组织形貌演化 

郭喜平 1，方欣 1，管萍 2，乔彦强 1 

1.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 

由于 Nb-Si 基超高温合金具有密度低、高温强度高等特点，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希望在 1200℃以上温度使用的超高温结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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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目前针对 Nb-Si 基超高温合金的定向凝固技术主要有 Czochralski 法、光悬浮区熔法、电子束区熔法等，但是这些方法均存在

温度梯度较低和具有集肤效应等问题。有坩埚整体定向凝固技术由于大幅度提高了合金熔体温度（2050℃）和轴向温度梯度、避

免了区熔定向凝固时固/液界面前沿熔体中的强烈对流和集肤效应，因而可制备定向生长效果明显、力学性能优良的合金。 

    对 Nb-Si 基超高温合金进行跃迁加速及跃迁减速整体定向凝固，以揭示共晶两相的耦合生长机理及分叉、合并机制，从

而深刻理解 Nb-Si 基超高温合金的共晶组织凝固机理及凝固路径。定向凝固时熔体温度为 2050℃，保温时间为 5min。跃迁

加速定向凝固实验为，先以 10μm/s 的抽拉速率下定向凝固 30mm，然后抽拉速率分别跃迁加速到 50μm/s、100μm/s、200μm/s，

继续抽拉 30mm，然后将试棒液淬获得固液界面。跃迁减速定向凝固步骤为，先在以抽拉速率分别为 50μm/s、100μm/s、200μm/s

下抽拉 30mm，然后分别跃迁减速到 10μm/s 后继续抽拉 30mm， 后将试棒液淬获得固液界面。 

    当抽拉速率为 10μm/s 时，Nb-Si 基超高温合金定向凝固组织主要由粗大的初生(Nb, X)5Si3板条和(Nb, X)5Si3/NbSS共晶胞

组成。初生(Nb, X)5Si3板条的长度大约为 700μm。初生(Nb, X)5Si3板条和共晶胞的生长方向与抽拉方向基本平行。跃迁加速

后，粗大的初生(Nb, X)5Si3板条开始停止生长，同时短而细小的初生(Nb, X)5Si3板条开始析出，但是他们的生长方向偏离于

抽拉方向。此外，在跃迁加速后，共晶胞开始以分枝的方式进行细化，大约在距离变速界面 4mm 处，共晶胞的尺寸变化开

始变小，因此可定义该区域为过渡生长区，此后的区域为半稳态生长区。在半稳态生长区的开始阶段，初生(Nb, X)5Si3板条

的长度依然不是很长，而且生长方向也是偏离于抽拉方向。但是随着凝固距离的增加，初生(Nb, X)5Si3板条逐渐变长，并且

生长方向也逐渐偏向于抽拉方向。在固液界面附近的区域，可发现细长而且生长方向平行于抽拉方向的初生(Nb, X)5Si3板条。 

E04-28 

大型复杂镁/铝合金反重力铸造技术 

孙剑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反重力铸造利用气压驱动金属液自下而上充型，压力下凝固。充型过程平稳可控，凝固组织致密，可有效减少铝、镁合

金铸造缺陷，提高铸件力学性能。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国内 早开展反重力铸造工艺理论及装备研究的单位之一。在反重力铸

造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围绕船舶、航天等国防领域的需求，针对反重力铸造设备与工艺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及工艺研究，将

反重力铸造工艺方法与非线性加压技术、智能化铸件热管理技术和镁合金铸造过程阻燃技术结合起来，形成适合于铝、镁合

金铸造的先进反重力铸造技术。 

揭示了反重力铸造过程中充型速度的震荡变化规律，明确了反重力铸造充型过程表面氧化膜的不同卷入机制，并实时观

察了反重力铸造过程合金熔体内部的卷渣过程；分析了反重力铸造过程液体流动及气泡的运动规律，并研究了轻合金铸件不

同的截面变化情况对充型流动的影响，揭示了截面突变位置紊流卷渣规律，并基于此提出了适合于轻合金的反重力铸造浇注

系统设计以及加压工艺设计原则；基于著名的 Campbell 模型，分析了反重力铸造过程中铸件内部的铸造缺陷形成机理，并

进行了相关补缩研究，形成了有效避免缺陷的原则；分析了树脂砂型腔气氛，确定了 PEP-SET 树脂砂热解产物中的主要氧

化性成分及其逸出规律，探明了型腔气氛下的镁合金氧化机理，表征了各系镁合金表面氧化层结构、成分及演化规律，揭示

了氧化过程热力学、动力学机理，阐明了氧化层破裂机制，从氧化层生长应力、氧化层结构转变应力和温度变化造成的热应

力等角度分析了应力作用下的氧化层破裂机制。据此，消除了铝、镁合金铸件中的氧化夹渣、缩孔缩松等缺陷，实现了大型

镁合金反重力铸造过程阻燃，大幅度提高了大型复杂镁/铝合金铸件的冶金质量。 

E04-29 

采用铜模铸造法连接块体非晶合金 

黄永江，郭帅，孙剑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 

相比与传统的晶体材料，块体非晶合金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及化学性能等，然而，非晶相获取所必须的超高

冷却速率导致其三维尺寸过小以及非晶合金典型的室温脆性使得其再加工性能差的缺点制约了这一类先进材料的实际工程

化应用，而焊接与连接方法可以极大限度地提高材料的三维尺寸，并实现构件的二次成形，可同时解决上述两种制约非晶合

金应用的关键问题。 

     本文基于铜模铸造法，以多种 Cu-，Zr-，Ni-基块体非晶合金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它们彼此之间的液－固连接的可行性，

采用液－固连接方法成功实现了块体非晶合金的连接。研究了不同固相尺寸(直径)和玻璃转变温度差值(ΔTg)条件下液－固连

接样品的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能。研究发现，固相尺寸过小，导致固相表面过度熔化；而固相尺寸过大，则导致热量输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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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不能实现良好冶金结合，连接件存在显著缺陷。当内部固相直径为 3 mm，且 ΔTg为负值时，连接件的界面冶金结合效

果 佳，可以实现原子尺度的冶金结合。采用有限元模拟研究了液－固连接过程中的热历史，明晰了块体非晶合金液－固连

接的冶金结合机理及界面处的相结构演变机理。 

E04-30 

退火温度对 La(Fe,Ni)11.5Si1.5 合金的组织结构和磁性能影响 

刘景顺 1，曹贯宇 1，王琪翔 1，沈红先 2 

1.内蒙古工业大学 

2.哈尔滨工业大学 

本文研究了退火前后 La(Fe,Ni)11.5Si1.5 合金组织结构发生的变化，对比分析不同退火温度对合金的磁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制备态合金由 α-Fe 相和LaFeSi 相组成，其中铁磁性 α-Fe 相含量较大，故饱和磁化强度较高（MS）为 159.1emu/g。真空退火后，发

生包晶反应，α-Fe 相含量减少磁滞损耗有所降低，同时生成NaZn13型结构的 1:13 相。在 5T 外磁场下，该合金经 1323K 和 1373K 退

火后磁热性能存在明显差异，经 1373K 高温退火的合金 大磁熵变值（-ΔSM）为 20.87J/kg·K，制冷能力（RC）值为 415J/kg。从固

相反应动力学角度，提升退火温度利于加快反应进程，致使 1:13 相含量有所增加，进而改善合金的磁热性能。因此，通过优化退火

处理工艺来有效调控合金的组织结构和MCE 效应，为室温磁制冷技术的实际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04-31 

AlxCoCrFeNi 系高熵合金两相比例与性能关系研究 

周方颖 1,2，王建国 2，王刚 1 

1.上海大学材料研究所；上海大学微结构重点实验室 

2.安徽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采用真空电弧熔炼法制备出 Al0.3CoCrFeNi、Al0.5CoCrFeNi 和 Al0.6CoCrFeNi 高熵合金，利用多道次轧制方法，对样品进

行变形量为 75%的冷轧，并随后在 600℃、800℃下进行了真空退火处理。因不同 Al 含量影响高熵合金双相比例，利用 XRD、

SEM、EDS、EBSD、TEM 及室温拉伸实验，对合金的组织结构及双相比例对性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XRD 测试结果表

明合金在铸态、轧制态和两种温度的退火态下均没有复杂结构的脆性金属间化合物生成，Al0.3CoCrFeNi 高熵合金在铸态和

600℃退火处理后均由简单的 FCC 结构构成,在 800℃退火处理后,合金由 BCC+FCC 双相结构组成。Al0.5CoCrFeNi、

Al0.6CoCrFeNi 高熵合金在铸态、600℃和 800℃退火处理后均由 BCC+FCC 双相结构组成。拉伸实验结果表明，随着 Al 含量

的增高，高熵合金强度提高，塑形降低。而高熵合金成分相同时，铸态高熵合金强度 低，塑形 好；在经轧制及 600℃退

火后强度 高塑形 低；经轧制及 800℃退火后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其中Al0.3CoCrFeNi高熵合金屈服强度为 690MPa，

抗拉强度为 1219MPa，均匀延伸率为 24%，Al0.5CoCrFeNi 高熵合金屈服强度为 1023MPa，抗拉强度为 1440MPa，均匀延伸

率为 17%，Al0.6CoCrFeNi 高熵合金屈服强度为 1145MPa，抗拉强度为 1482MPa 均匀延伸率为 13%。 

E04-32 

Beating the nucleation and tailoring the structure of bulk metallic glass by nanocalorimetry 

赵炳戈，吴漫楠，张令，翟启杰，高玉来 

上海大学省部共建高品质特殊钢冶金与制备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钢铁冶金新技术开发应用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Nanocalorimetry can capture rapid phase transitions with ultrahigh sensitivity. In this paper, Ce68Al10Cu20Co2(at. %) metallic 

glass was in situ prepared by fast scanning calorimetry (FSC). The homogeneous nucleation was beaten, which was quantitatively 

demonstrated by enthalpy analysis. Following the rapid quenching, isothermal annealing near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Tg) was 

performed, allowing in situ tailoring structure ranging from disorder amorphous state free of nuclei to ordered nanocrystalline phase.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crystallization enthalpy and overall latent heat, the nucleation in glass and undercooled liquid was 

quantified with Johnson−Mehl−Avrami (JMA) method. Homogeneous nucleation facilitate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glass while 

heterogeneous nucle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crystallization of undercooled liquid. The effect of this isothermal ordering on glass 

transition, crystallization and even melting was demonstrated as well. 

E04-33 

激光 3D 打印大块非晶合金及其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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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云卓 1，黄永江 2，覃作祥 1，陆兴 1 

1.大连交通大学 

2.哈尔滨工业大学 

非晶合金又称金属玻璃，由于其原子排列长程无序、短程有序的特点，其在物理、化学以及力学性能上都呈现出一系列传统

晶体合金所不具备的优异特性，这使其在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汽车船舶、装甲防护、精密仪器等领域都存在广泛的应用前景。

然而，目前通常采用的铜模铸造法只能制备出临界尺寸较小的非晶合金。此外，非晶合金存在严重的室温脆性，难以进行机械加

工。因此，如何突破非晶合金临界的尺寸限制和复杂构件的制备加工是实现其在工程领域大规模应用的关键。近年来，激光 3D

打印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由于激光 3D 打印技术是一种逐点离散熔覆沉积的成型方法，其每点所

受激光加热的面积较小，熔池的热量可以迅速向基体扩散，激光熔池的冷却速率远大于非晶合金的临界冷却速率，这使得熔池在

冷凝的过程中可以避免晶化而获得非晶态。我们采用同轴送粉激光 3D 打印技术制备了Zr 基和 Fe 基大块非晶合金及其复合材料，

发现，打印的非晶合金沿着堆积的方向具有梯度结构，这为非晶合金在功能领域的应用提供条件。然而，打印的非晶合金存在微

裂纹等缺陷，我们采用第二相复合的方法，成功打印出没有裂纹的大尺寸非晶合金复合材料。 

E04-34 

金属凝固过程热模拟技术 

翟启杰 

上海大学 

凝固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更是金属制备必经的过程，因此认识凝固过程、掌握凝固规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热物理模拟方法在研究金属凝固过程、揭示凝固原理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上海大学 CAST 长期专注于金属凝固过程

及形核领域的研究，先后提出和开发了板坯连铸、双辊薄带连铸和大型铸锭凝固过程热模拟方法及装置，以及 DSC-润湿角

联测仪，并利用这些装置进行了大量凝固模拟和异质形核方面的研究。 

连铸板坯凝固传热主要在厚度方向进行，拉坯方向的凝固传热可以忽略不计。这种传热的方向性造成了铸坯中绝大部分

区域由侧面向中心“顺序凝固”。因此，可将连铸坯的凝固过程视为局部稳定的单向凝固，其凝固行为适合用单向凝固技术

进行近似研究。但是连铸坯凝固过程中固液界面推进速率是非线性的，固液界面前沿温度和温度梯度也是不断变化的。基于

以上分析，我们先后研制了垂直式连铸坯枝晶生长热模拟装置和水平式热模拟试验机，采用单向凝固方法模拟连铸坯一个凝

固单元。通过控制炉内温度梯度和拉伸速率，实现连铸坯枝晶生长过程的热模拟。其中水平式热模拟试验机的浇注温度、温

度梯度、拉伸速率（用于控制枝晶生长速率）及冷端冷却水流量可精确控制。 

双辊连铸薄带凝固过程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快速冷却和压力下凝固，但由于两个铜辊都处于运动态，凝固过程难以检测。

薄带连铸热模拟实验方法采用辊板式结构，在保证双辊薄带连铸中强制冷却和压力下凝固的基本特征的同时，可在线采集薄

带及结晶器温度、凝固热应力及线收缩等重要数据。 

大型铸锭凝固过程极其缓慢，有时甚至需要几天，而且存在温度梯度和对流，因此其热模拟装置采用真空电阻炉结构，

通过 3 组独立控制的加热板营造与铸锭中某个凝固单元体相似的温度梯度条件，从而模拟该单元体的凝固过程。实现了用

20kg 钢锭模拟数十吨甚至几百吨钢锭的目的，并且可以通过坩埚旋转研究对流对凝固组织的影响。 

为更深入了解界面润湿对凝固形核的深层次机理，提出并研制了 DSC-润湿角联测仪。利用该装置可以同时测量金属液

滴与形核基底的润湿性及形核过冷度，保证了二者的同步性。尤其对物理外场（如：电流、电场、磁场）条件下的异质形核

问题，该装置提供了一条研究途径。 

E04-35 

钛基合金构件电磁熔炼凝固成形技术 

苏彦庆，陈瑞润，丁宏升，李新中，骆良顺，王亮，吴士平，郭景杰，傅恒志 

哈尔滨工业大学 

钛元素在地壳中的丰度很高，我国是钛资源大国，虽然钛基合金被美誉为“太空金属”、“海洋金属”，甚至是“未来金

属”。但在工业上得到实际应用的钛基合金构件较少。这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难题：钛合金有优异的服役性能、各大关键领域

对钛合金构件有迫切的需求、钛资源又很丰富，什么原因使钛合金构件不能充分地施展其才能、满足诸多重大需求？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钛合金构件熔铸成形时面临重大挑战。本文将系统介绍钛基合金熔炼面临的难题、成形面临的难题、凝固

组织控制面临的难题，以及我们团队应对这些难题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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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36 

高温钛基合金的凝固行为及铸造工艺优化 

寇宏超，黄婷婷，王玲玲，杨光，李金山 

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新一代航空航天飞行器对近高温钛合金和 TiAl 金属间化合物铸造技术需求迫切，但这两类高温钛基合金普遍存在凝固

/冷却过程中偏析严重、开裂倾向大等问题，研究高温钛基合金凝固/冷却过程中相析出行为对优化铸造工艺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 ZTi55、-TiAl 合金为对象，重点研究了凝固过程中冷却速率、冷却过程中恒温处理对 ZTi55 合金相析出、TiAl 合

金2/相析出行为及铸态组织和残余应力的影响，结果表明：ZTi55 合金在/转变温度附近恒温处理、延缓片层的析出速

度有利于促进片层呈集束状平行生长，增大片层间距，减小残余应力；冷却速率降低导致 TiAl 合金形成不均匀的片层组织

结构，加剧了开裂倾向，α 相由魏氏体特征转变为以 TiB 为形核质点呈球状生长，显微织构含量减小；凝固过程中在相区

和(+)相区下限恒温处理可消除显微偏析，大幅度改善组织均匀性，获得细小均匀且取向随机的片层结构。基于此，提出

了铸型/模壳加热-控温冷却抑制高温钛基合金铸件开裂的工艺方法，研制了相应的工艺设备，获得了典型铸件。 

E04-37 

AlCu 合金熔体中声空化特征及空化深度预测 

黄海军 

上海交通大学 

通过自制熔体超声处理系统设备，开发利用同步辐射 X 射线成像技术研究了 Al-18wt.%Cu 合金熔体中的声空化特征。

结果表明：合金熔体中的声空化区出现超声探头下方，声空化泡聚集于声空化区并随着距离探头的增加而趋于稀疏；声空化

泡呈“截断”高斯尺寸分布；在声空化特征的实验基础上，建立了预测空化深度的数值模型。 

E04-38 

均冷环缝式电磁搅拌对 2A14 铝合金铸锭热变形行为和性能的影响 

邱阳，张志峰，赵浩东，李豹，陈春生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高强铝合金（2 系和 7 系）具有轻质、高强、高韧、耐蚀等优点，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前景。但

是普通铸造方法制备大规格高强铝合金铸锭不可避免地存在组织粗大、偏析、热裂等缺陷，严重影响材料后续加工及 终产

品的服役性能。为此，本研究团队创新性地将熔体中心冷却和电磁搅拌进行了耦合处理，发明了均冷环缝式电磁搅拌铸造新

方法。突破了大规格高强铝合金细晶均质铸锭制备的技术难题，成功制备出直径 500 mm 以上的 2 系和 7 系铝合金铸锭，与

普通半连续铸造方法相比，铸锭组织明显细化均匀化，宏观偏析显著改善。但是有关大规格高强铝合金细晶均质铸锭热变形

行为的研究不多，而这些研究对制定铸锭变形工艺及提升产品性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因此，本文以施加和未施加均冷环缝式电磁搅拌工艺制备的直径为 584 mm 的 2A14 铝合金铸锭为研究对象，分别对铸

锭的边部、1/2 半径处和心部在 420 ℃，应变速率 0.1 ~10 s−1 的条件下进行了热压缩模拟，研究了施加均冷环缝式电磁搅拌

对大规格高强铝合金铸锭热变形行为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环锻件工艺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此变形条件下，均

冷环缝式电磁搅拌铸造制备的细晶均质铸锭具有较高的流变应力，铸锭不同部位处流变应力的一致性显著增强，2A14 铝合

金的热变形机制以位错滑移为主导，变形后的环锻件在切向和轴向的力学性能显著提高。 

E04-39 

深过冷非平衡凝固过程中 Ni-Si 共晶合金的组织演化 

张帆，王海丰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先进润滑与密封材料研究中心 

从规则共晶到异常共晶的转化是过冷共晶合金快速凝固过程中众所周知的非平衡现象，其形成机理已被广泛研究，但仍

存在争议。Ni-29.8at.％Si 共晶合金的共晶产物是两种定比金属间化合物，其快速凝固过程不包含任何相选择及固态相变过

程，因而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的研究深过冷快速凝固过程中组织演化规律的合金体系。作者采用熔融包覆和循环过热方法对

Ni-29.8at.％Si 共晶合金进行过冷，并通过高速摄影相机对凝固过程进行原位观察，发现以下现象。在中间过冷度和大过冷

度中分别发现了从非耦合共晶到异常共晶的转变和从非耦合粗层片共晶到异常共晶的独特转变。粗大层片状共晶的形成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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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再辉现象转变为一次再辉现象的临界过冷度 ΔT≈149K 时的生长速度的急剧增加紧密相关。电子背散射衍射（EBSD）分

析表明，β-Ni2Si 第二相在初生 β-Ni31Si12相上的外延生长遵循了特定的共晶取向关系。经过讨论分析可以得出异常共晶是通

过以界面能减少作为驱动力的非耦合共晶生长形成的。 

E04-40 

Al-Cu-Li 合金快速凝固动力学相图的构建 

杨雄 1，张利军 1，Sergey Sobolev2，杜勇 1 

1.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长沙，410083 

2.俄罗斯科学院化学物理问题研究所，Chernogolovka， 142432 

Al-Cu-Li 合金因具备轻质、高比强度等多种优良特性而在航空和国防工业等重要领域中成为一种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型材

料。采用传统凝固技术制备的合金往往会产生晶界处的溶质偏析而产生析出沉淀，因而会导致制备的合金强度下降。而快速

凝固技术可有效地抑制凝固过程中的溶质偏析现象，因此已成为制备高性能铝合金材料的重要手段。与界面移动速率相关的

快速凝固动力学相图由于可预测非平衡合金成分和凝固条件（凝固速率和过冷度）的相互关系，因此可作为制备新型铝合金

的指导工具。由于实验条件严苛，该类动力学相图通常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获得。目前相场方法已用于模拟快速凝固和预测动

力学相图，但目前得到的快速凝固动力学相图都只局限在简单二元合金体系，因此建立更接近实际生产体系的三元甚至多元

合金的动力学相图便十分重要。 

    本文基于考虑有限界面耗散的多元相场模型结合可靠的隐时弛豫模拟策略，模拟了 Al-Cu-Li 三元合金（包括 Al-Cu、

Al-Li 两个子二元体系）的快速凝固过程并构建了 Al-Cu-Li 三元体系与固液界面移动速率相关的动力学相图。模拟结果很好

地描述了合金快速凝固过程中的溶质截留现象，其结果与实验和理论模型结果符合一致。模拟预测的快速凝固动力学相图表

明，当固液界面移动速率增大时相图中的固相线与液相线会逐渐靠拢，即无扩散凝固的趋势逐渐增强。 

E04-41 

Al-Mn 中间合金及其对 Al-15Si 合金组织的影响 

田学雷，姜奥雷，于文慧，张勇，张玉莹 

山东大学 

利用铜模急冷的方法制备了一种 Al-Mn 中间合金，并通过系统实验探求其对 Al-15Si 合金中 Si 相成核生长的影响。通

过 X 射线衍射、扫描电镜（SEM）、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等方法对研制的 Al-Mn 中间合金的微观组织特点和凝固行为进

行表征，并利用第一性原理分子动力学计算软件 VASP 对 Al-Mn 体系的结构因子进行模拟计算研究，发现 Al-Mn 中间合金

在升温过程中随着固体的熔化，熔体中会出现局部有序的（AlMn）团簇结构。通过系统的实验，研究了 Al-Mn 中间合金对

于 Al-15Si 中 Si 相的细化效果并确定其 优的细化处理工艺参数。即，在添加 1%的 Al-Mn 中间合金并孕育保温 30min 时可

达到 优孕育效果，初生 Si 的平均尺寸由~110μm 降低至~20μm，且形态更为圆整规则。通过分析凝固曲线与对比实验分析

发现 Al-Mn 中间合金的作用机制不同于传统的异质形核孕育剂，并结合 HRTEM 实验中发现的高密度纳米颗粒提出了团簇

辅助结晶机制。纳米颗粒的出现与熔体中（AlMn）团簇的存在有直接的关系，（AlMn）团簇在熔体中可以诱导形成硅相前

驱体从而促进 Si 相成核。 

E04-42 

静电悬浮高温合金熔体物理化学性质研究 

王海鹏，魏炳波 

西北工业大学 

 深过冷合金熔体的热物理性质是改进生产过程、开展材料凝固理论研究以及计算模拟必不可少的基础数据。传统方法

由于容器壁与合金熔体接触甚至反应，导致测定精度不高，而无容器处理技术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静电悬浮方法有着悬

浮稳定且便于观测等特点从而备受学术界青睐，其原理为：金属样品在上下电极产生的静电场中受到库仑力，以平衡重力而

实现悬浮。静电悬浮消除了金属材料与容器壁的接触而有效抑制了异质晶核，从而实现合金熔体特别是高温合金熔体从过热

到过冷态的密度、表面张力、比热等热物理性质的测定。 

       该报告围绕静电悬浮高温合金熔体热物理化学性质研究这一重要研究课题，重点介绍报告人及其合作者在本领域三个方

面的主要进展，研究的合金体系有 Ti-Ni、Fe-Zr、Fe-Ni-Cr、Nb-Si-Ti 等。一、静电悬浮条件下合金熔体振荡研究，为实现



 

14 

更大体积金属材料悬浮熔化，从而便于性能分析，研究了不同尺寸金属样品在静电悬浮条件下的悬浮，发现金属熔体在静电

场中发生二阶和三阶振荡，得到了金属熔体振荡与熔体密度与表面张力的关系。二、高温合金熔体的物理化学性质，采用图

像处理、悬浮液滴振荡等非接触式方法，实验测定了高温合金熔体的密度、表面张力、比热、粘度等重要性质参数，发现了

合金熔体密度非线性变化的规律。三、高温合金熔体的计算模拟，运用分子动力学方法对实验测定的高温合金熔体的物理化

学性质验证，并扩展合金熔体物理化学性质的温度范围，同时表征了深过冷熔体结构变化规律。 

E04-43 

原位纳米 Ni-Ti 颗粒调控 Al-Si7-Mg0.3 合金凝固组织及室温、高温强韧化机制 

朱琳，邱丰，姜启川 

吉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采用 NiNbTi 非晶合金作为纳米颗粒载体，铝合金熔体内原位物理晶化生成的 NiTi 纳米颗粒强化亚共晶 Al-Si7-Mg0.3合

金。未强化的 Al-Si7-Mg0.3主要由粗大的 α-Al 枝晶（约 1600μm），针状的共晶 Si（约 26.56μm）和尺寸较大的 Mg2Si 组成，

添加 0.05wt.% NiNbTi 的 Al-Si7-Mg0.3合金组织细化明显，α-Al 尺寸减小（约 200μm），共晶 Si 球化成短棒状（约 12.60μm），

Mg2Si 晶粒尺寸大幅减小，分布更均匀。原位物理晶化生成的 Ni-Ti 纳米颗粒在熔体内分散均匀，界面干净，实现了对合金

中 α-Al，共晶 Si 和 Mg2Si 组织的多尺度调控。0.05wt.% NiNbTi 非晶合金强化后的 Al-Si7-Mg0.3合金室温下其屈服强度、抗

拉强度和断裂应变分别为 228.46MPa，348.20MPa，18.55%，比未强化 Al-Si7-Mg0.3合金（170.33MPa，289.05MPa，13.70%）

分别提高了 34.12%，20.46%，35.40%。随着试验温度升高（493K 到 573K），强化前后的 Al-Si-Mg 合金屈服强度，抗拉强

度逐渐降低，断裂应变逐渐增大。随着应变速率的提高（3×10-5s-1到 3×10-2s-1），强化前后的 Al-Si7-Mg0.3合金屈服强度，抗

拉强度逐渐提高。在 493K、3×10-4s-1 的应变速率下，0.05wt.% NiNbTi 非晶合金强化后的 Al-Si7-Mg0.3合金其屈服强度、抗

拉强度、断裂应变分别为 214.74MPa、221.26MPa、13.45%，比未强化 Al-Si-Mg 合金（183.28MPa、193.79MPa、10.75%）

分别提高了 17.16%、14.17%、25.11%。在 573K、相同的应变速率下，强化后的 Al-Si-Mg 合金其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

裂应变分别为 81.16MPa、85.38MPa、17.27%，比未强化 Al-Si-Mg 合金（62.76MPa、71.33MPa、13.53%）分别提高了 29.32%，

19.70%，27.64%。熔体内原位物理晶化生成的 Ni-Ti 纳米颗粒，促进 α-Al 的异质形核，细化晶粒，实现了细晶强化；促进

Mg2Si 形核，细化 Mg2Si，实现了第二相强化，促进共晶 Si 的球化，减弱其对基体的割裂，提高了合金的塑性。 

E04-44 

Grain size prediction and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simulation of refined Aluminum Alloy 

郑洪亮，吴冰，孟迪，田学雷 

shandong university 

Grain size is important for technical alloys, which can determine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astings. Nucleation models of 

refined Aluminum Alloy are built and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with cellular automaton（CA）method. With 

these models, Grain size of refined Aluminum Alloy is predicted and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al sampl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constitutional undercooling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of Aluminum Alloy will suppress the nucleation of 

primary aluminum dendrites and decrease the refinement potency of master alloy. Grain size of refined Aluminum Alloy is nearly the 

same with the experiment samples. 

E04-45 

基于 SINOVATION 的垂直分型 CAD 模块开发  

景然 

山东大学材料液固结构演变与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高强度型砂型砂的出现为垂直分型无箱造型生产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垂直分型无箱造型线由于其自动化程度高、生产

率高、铸件尺寸精度高、成本低、人为因素影响小等优点在我国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传

统的垂直分型铸造工艺设计过程十分繁琐，耗费大量人力，效率极低。极大的限制了此种工艺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一些通用的 CAD 技术已经在铸造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使工艺设计人员

可以将大量人力难以实现的数据计算交付计算机完成，极大的缩短了工艺设计周期并且使得铸件质量大为提高。但是完全针

对垂直分型铸造工艺的 CAD 软件仍然少之又少。与传统的垂直分型铸造工艺设计方法相比，采用垂直分型铸造工艺 CAD 技

术有如下优点：(1)更加贴合垂直分型铸造工艺特点，使得工艺设计过程更加简化，并且提升设计质量和产品稳定性。(2)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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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缩短设计周期，提高生产率。(3)降低成本。(4)实现交互设计，使设计人员可以与计算机进行智能对话，充分利用了

铸造工作者的经验达到设计的 优化。 因此，开发出一套适用于垂直分型的 CAD 模块对加快铸造产品的开发进程，提高

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推动铸造生产现代化，增强中国铸件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具有

极高的研究价值和可观的商业前景。 

本文基于 SINOVATION8.0，利用 VS2013 和 V8 命令体系开发了一套满足垂直分型铸造工艺 CAD 系统,包括浇注位置设

计和分型面生成命令、冒口设计命令、铸件排版和浇注系统设计命令等常用命令。通过测试，进一步确保了该模块的界面友

好及功能可靠性，有助于提高垂直分型工艺设计的效率和精度。 

E04-46 

金属材料非平衡相变的热-动力学协同效应与调控 

刘峰 

西北工业大学 

金属热加工通过相变决定材料 终组织和性能。随非平衡技术快速发展，热加工工艺趋于极端化和多样化，控制相变的

热力学与动力学机制从简单近平衡条件下的相对独立转变为复杂远平衡条件下的高度关联。基于热-动力学独立处理的传统

理论已无法应对上述相变涉及的机理描述、组织预测和过程控制。这已然成为高端制造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给金

属材料非平衡相变研究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为此提出了热-动力学协同作用的新理念，建立了系统理论，发现了复杂体系的

相变规律和组织形成机制，突破了基于相变调控的关键技术。 

E04-47 

铁基纳米晶软磁合金研究进展 

沈宝龙 1,2 

1.东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中国矿业大学 非晶合金研究所 

纳米晶软磁合金由于具有优异的软磁性能和低损耗的优点，在电力电子等工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传统纳米晶合金包括

三个合金体系：FeSiBNbCu 系 FINEMET 合金、FeZrBCu 系 NANOPERM 合金、以及 FeCoZrBCu 系 HITPERM 合金。其中

FINEMET 合金具有高磁导率、低损耗等优异软磁性能，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高频变压器等器件；NANOPERM 合金具有较高

的饱和磁感、工频损耗低，可用作变压器铁芯；而 HITPERM 合金具有高居里温度，在航空航天领域存在潜在应用。 

     随着现代电力工业的发展，对软磁材料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 FINEMET 合金由于饱和磁感相对较低，无法满足现

代工业向高效节能、高功率密度方向发展需求。在探索高性能纳米晶合金背景下，研究人员相继制备出 FeSiBCu、FeSiBPCu、

FeBCCu、FeNiB 等系列高饱和磁感纳米晶合金。FeSiBCu 纳米晶合金由 Yoshizawa 团队探索发现，通过在 FeB 二元合金中

添加适量 Cu 促进 α-Fe 纳米晶均匀析出，在此基础上通过适量 Si 添加抑制 FeB 二次相析出，获得了高饱和磁感和低损耗。

但是该合金优异的软磁性能依赖于快速升温热处理工艺，不利于工业化应用。而 Makino 团队通过在 FeSiB 三元合金体系中

同时添加 P 和 Cu 元素，制备了 FeSiBPCu 纳米晶软磁合金（NANOMET），由于淬态合金中形成了大量 2-3 nm 尺度的 α-Fe

异质非晶，提高了形核密度，经热处理后合金的饱和磁感应得到大幅提高，达 1.88-1.94T。然而该合金非晶形成能力有限，

只能制备厚度 20 μm 的薄带，成为制约其应用的关键所在。该团队随后通过适量 Co 元素添加，降低合金的液相线温度进而

提高了非晶形成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适量 C 元素添加，进一步提高非晶形成能力，制备出 34μm 厚、120mm 宽非晶合金

带材，并且具有优异的综合软磁性能。 

     本课题组研究了 C 元素替代 P 对 FeSiBPCu 合金非晶形成、微结构演变及软磁性能的影响，在不恶化软磁性能前提下，

提高非晶形成能力。研究表明，C 的添加，有效抑制了合金的表面晶化行为，降低了熔化温度区间，使合金更接近于共晶，

提高了非晶形成能力，可以制备出厚度 40μm 的非晶合金带材；当 C 含量为 2at%时，FeSiBPCCu 纳米晶具有优异的综合软

磁性能，其中饱和磁感应强度达 1.84T，矫顽力 4.8A/m，有效磁导率 13600。 

E04-48 

无容器条件下过包晶 Fe50Ti50 合金的多模式快速凝固对比研究 

吴宇昊，常健，王伟丽，杨尚京，蔡晓，沙莎，魏炳波 

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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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过冷条件下包晶型合金熔体的凝固机制非常复杂, 关于各种凝固路径下动力学机制研究在近年来已成为一个热点课

题。基于静电悬浮(ESL)和电磁悬浮(EML)两种无容器处理方法, 结合原位高速摄影和光电探测技术, 本文系统研究了过包晶

Fe50Ti50合金熔体的凝固动力学。研究发现, 悬浮状态下液态 Fe50Ti50合金的过冷度高达 226 K (0.14 TL), 其凝固组织由极少

量的初生 Fe2Ti 和大量的包晶 FeTi 两个金属间化合物相构成。随着过冷度的增大, 两种条件下初生 Fe2Ti 枝晶生长速度均单

调递增, 包晶反应时间均逐渐缩短。与 EML 相比, ESL 实验中测定的初生枝晶生长速度在小过冷度范围内略微偏低, 而包晶

反应时间则相对较长。当过冷度较小时, 凝固组织在 ESL 和 EML 条件下分别呈现小平面生长特征和团簇状形貌, 这两种组

织在过冷度上升时均会演变为枝晶形貌。理论建模和计算表明, 电磁悬浮状态下合金熔体内部存在电磁搅拌作用, 它引起的

强制对流可以加速初生枝晶生长和随后包晶反应进程。另外, 过冷度的增加和电磁搅拌的存在均会诱发小面相枝晶生长方式

的改变。作为对比, 采用自由落体技术探索了 Fe50Ti50合金液滴在更大冷速和过冷条件下的快速凝固行为, 发现包晶 FeTi 相

可直接形核进而生长成亚稳单相凝固组织, 其形貌在液滴尺寸减小时经历“粗大枝晶 — 细化等轴晶”转变。 

E04-49 

金属间化合物的非平衡凝固组织研究 

张建宝 

西北工业大学 

B2 相非定比金属间化合物在共熔点成分时借助熔融玻璃包覆技术过冷并自发凝固。由高速摄像机原位记录再辉界面的

枝晶生长过程。利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背散射衍射共同分析凝固微观组织。在低过冷度情况下，组织从枝晶（ T=22K）转

变为等轴晶（ T=75K），生长择优取向较为发散。在中间过冷（ T=139K 和 T=173K）时，显微组织再次出现树枝晶，并

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显示混合取向特征的显微组织区域。尽管B2相存在较宽成分范围，但当过冷度较大时依然有亚稳相形成，

这是因为随着过冷度增加，晶体生长动力学效应逐渐增强。当过冷度增加到 大时（ T≈226K），由于生长速率的增加使得

枝晶树干严重扭曲变细。利用 Co-Si 金属间化合物凝固理论整体讨论了枝晶生长，重熔和断裂对微观组织演变机制的影响。

在小过冷时发生晶粒细化是由枝晶破碎引起的，大过冷度下依然保持枝晶组织归因于化学过热的驱动力降低。目前的工作不

仅有助于理论上理解过冷熔体中的非平衡凝固现象，而且对在技术上控制金属间化合物的非平衡微观组织也是有帮助的。 

E04-50 

团簇演化对 Al85.5Ni9.5La5 液固转变过程的影响 

姚伟鑫，葛璇，徐明沁，卢温泉，唐诗浩，胡侨丹，夏明许，李建国 

上海交通大学 

金属的液固转变过程是凝固过程的重要阶段。非晶合金由于具备更为复杂的熔体结构，其液固转变过程也更为复杂并对

揭示金属熔体液固转变过程中的原子结构转变路径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用非晶 Al85.5Ni9.5La5作研究体系，采用同步辐射高

能 X 射线衍射法原位测定了该合金在液态、液-固(晶化过程)共存态及非晶固体状态下的原子结构，通过反蒙特卡洛模拟和

voronoi 指数分析方法，给出了各状态下熔体的原子结构信息以及不同液固状态下可能的三维原子结构信息。通过分析归纳

出合金熔体在降温过程中慢冷（约 2.5 /s℃ ）及快冷（>106 /s℃ ）这两不同过程中的团簇演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在液态、

液固共存态及非晶态下，配位数为 12、13 及 14 的三类团簇占据原子结构组成的主导地位，并且非晶态下各个团簇的结构组

成含量普遍比液态及液-固共存态高。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在液态下团簇较为分散、扭曲，且呈现出游离态；而在非晶态下团

簇较为规则和稳定。配位数为 12 的团簇（0 2 8 2）、（1 2 6 3）在熔体-非晶转变时含量明显增加，而配位数 12 的正二十面体

团簇（0 0 12 0）的含量在非晶态下是液态或液固共存态下的近两倍。这说明这三个配位数为 12 的团簇在该合金体系从熔体

转变为非晶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在熔体-晶体转变过程中仅有少数配位数为 13 或 14 的类晶体团簇（0 3 6 4），（0 2 8 4）

及（0 3 6 5）含量增加，其他类型团簇含量未有明显变化。可以推断，类晶体团簇（0 3 6 4）,（0 2 8 4）和（0 3 6 5）该合

金熔体在凝固过程中的形核具有重要作用。在液固转变过程中，由于 Al11La3 作为先析出相具有较为复杂的原子结构，其配

位数为 12.57，结构类型与（0 3 6 4）类似。要完成该析出相的结构组成必须经历配位数从 12 到 13，Al-La 键长从 3.19Å 到

3.3Å 的转变。因此，所需的形核能垒高于常规液固转变能垒，如 L(Al)至 FCC(Al)转变，配位数为 12 至 12，Al-Al 键长从

2.57Å 到 2.82Å。因此，熔体中的(0 3 6 4)团簇结构在液固以及非晶转化选择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E04-51 

B 微合金化对 Al-12Si-4Cu-1.2Mn-1Ni 耐热合金组织与高温强度的影响 

滕怀锦，廖恒成，李广敬，刘取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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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课题组开发的 Al-12Si-4Cu-1.2Mn-1Ni 合金中主要耐热相 Al15Mn3Si2为粗大树枝状情况，设想通过 B 微合金化改

变富锰相的形态从而提高其高温强度。在本研究中，通过 OM、SEM-EDS 等组织观察和室温、高温拉伸实验考察了 B 微合

金化对 Al-12Si-4Cu-1.2Mn-1Ni 合金组织与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 B 的加入使富锰相由粗大的树枝状 Al15Mn3Si2转变为细小

的块状 All3Mn4Si8，但是却没有提高高温强度，这可能与 All3Mn4Si8的脆性有关。加 B 合金中初生富锰相内存在异质颗粒，

含有高量的 B、Ti 和 V 元素。B 元素的加入和合金中存在的微量 Ti、V 等元素反应生成的富 Ti-V 硼化物作为初生富锰相的

形核基底，从而显著改变了初生富锰相的形态和化学组成。B 的加入完全抑制了两种初生富 Mn 相间的包晶反应：L + 

All3Mn4Si8 ® Al15Mn3Si2。 

E04-52 

电渣重熔多场耦合及宏观偏析数值模拟研究 

史浩，沈厚发 

清华大学 

本文采用动网格方法描述电渣重熔铸锭的动态生长过程，采用有限体积法建立了电渣重熔凝固过程宏观偏析数学模型。

基于相量法的电渣重熔两相体系交变磁场传输方程，得出洛伦兹力和焦耳热的分布，并将两者耦合至动量和能量方程中。考

虑两相流动对电磁场的影响，磁场传输方程中采用混合相磁扩散系数。为了考虑渣—金两相流动对凝固过程的影响，采用

VOF 模型追踪两相界面运动，并采用重整化群 k-ε湍流模型和增强壁面函数计算电渣重熔过程中低雷诺数湍流流动。采用连

续介质模型描述铸锭凝固过程中的传输现象。计算了 Fe-0.51wt%C 合金电渣重熔过程。凝固熔池中的流场受熔滴下落和热

溶质对流控制。在凝固前沿区域，热浮升力占主导，壁面低温流体流向熔池底部，在铸锭的中心形成溶质的富集区，形成中

心负偏析区；而在侧壁面和底部附近，金属首先凝固，形成负偏析区。相比于普通模铸，电渣锭偏析程度明显降低。随着熔

速的降低和合金成分的降低，宏观偏析程度随之降低。 

E04-53 

基于亚快速凝固技术的铝合金短流程制备工艺 

王珵，刘泽田，查敏，王慧远 

吉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针对目前 6XXX 系铝合金生产成本高、时间周期长的弊端，提出了基于亚快速凝固技术的 6XXX 系铝合金新型短流程

制备工艺，即省去铸坯均匀化热处理和热轧工艺环节。研究发现，亚快速凝固条件下，6022 铝合金的液相线温度有所降低

（由常规凝固 654℃降至亚快速凝固 645℃），凝固区间显著增大（由常规凝固 11℃增至亚快速凝固 58℃）。同时，由于亚快

速凝固条件下凝固速度快（100℃/s），溶剂和溶质原子扩散受到抑制，溶质原子容易被捕获，使得亚快速凝固组织的　-Al

基体二次枝晶臂间距显著细化，从常规凝固组织的 30μm 减少到 10μm，Mg2Si 共晶相体积分数明显减少，且铝基体呈过饱

和状态，偏析程度减轻。在经过 80%冷轧以及固溶处理后（550℃，30min）,即在 T4 状态下，亚快速凝固工艺制备的 6022

铝合金的屈服强度（85±1MPa）较常规工艺流程（113±2MPa）低，且均匀延伸率较大，因而具有较好的成形性能。在经

过 10%深加工变形处理和人工时效后（170℃，30min），亚快速凝固工艺制备的 6022 铝合金屈服强度为 247±11MPa，而常

规工艺流程制备的铝合金屈服强度为 238±2MPa，即在 T6 状态下，亚快速凝固 6022 铝合金时效强度较常规工艺下增大，

这主要源于纳米级析出相从过饱和基体中均匀、弥散析出。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基于亚快速凝固技术的短流程、高效化、绿色

化高性能 6xxx 系铝合金制备工艺。 

E04-54 

从过共晶铝硅熔体高效分离硅的研究 

马文会 1，何云飞 2，吕国强 3 

省部共建复杂有色金属资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 

真空冶金国家工程实验室 

铝硅溶剂精炼提纯冶金级硅是公认 具潜力替代目前化学法生产太阳能级硅的方法。本文针对当前运用电磁定向凝固工

艺提纯分离初晶硅中，硅相总是不能达到良好的分离效果进行了研究，从而达到了节约能源和减少硅损失的目的。本文利用

不同频率的电磁感应加热定向凝固炉研究了硅的提纯与分离。采用两个频率（3kHz 和 30kHz）将硅与铝硅熔体分离。数值

模拟表明，较低的频率（3kHz）可以显著提高电磁场对熔体的搅拌作用，使熔体的速度增加到 0.92cm/s。实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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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频率为 3kHz 的加热炉，下拉速度为 10μm/s 时，分离后得到的硅相富集区域硅的含量超过 85%，远高于当前报道中所

获得的硅含量。这种方法有助于未来低成本、高效提纯与分离制造太阳能电池所用的高纯硅。 

E04-55 

强磁场处理对 Co 基形状记忆合金显微组织及磁性能的影响研究 

卜凡，王军，王嘉祥，寇宏超，李金山 

西北工业大学 

磁控形状记忆合金作为一种新型智能材料，兼具“感知”和“传动”效应，可通过外加磁场来控制热弹性马氏体相变，兼有

大恢复应变、大输出应力、高响应频率和可精确控制等综合特性，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工业、机械电子产品、生物医疗、新能源

开发等诸多领域。其中，Co-Ni-Al 合金具有良好的塑性、优异的力学性能，可通过组织调控优化其磁性能和形状记忆效应。 

近年来，强磁场在材料的加工制备过程中的应用愈加广泛，磁场作为一类外场，可通过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产生洛伦兹力，

磁化力及力矩，在温度场作用下耦合产生复杂的热、电、磁相互作用，调控材料组织形态、取向、相变过程、元素扩散及熔

质分布等，从而大大影响合金性能。 

基于此，本文研究了 1100℃、1200℃、1320℃、1350℃、1380℃热处理对 Co38Ni33Al29 合金微观组织的影响规律。结果

表明，随着热处理温度提高，合金富 Co 的析出相 γ体积分数不断减少，β基体分数增加，在 1320 以上时得到全片层马氏体组

织。且其马氏体相变温度随热处理温度增加而增加。在 1100℃磁场 6T 热处理 2h 淬火后，合金 γ 相体积分数由无磁场状态的

8.5%增加至 15.2%，且 γ 相在磁场作用下团聚长大，合金饱和磁化强度随磁场增加而增加。在 4h 保温后淬火，γ 相由 14.78%

减至 12.32%。而随着保温时间延长，合金 β相得到细化。6T 磁场热处理后，β相界的 γ相比例增加，界内 γ相消失。 

E04-56 

快速凝固过程中原子团簇演化的分子动力学模拟表征 

张世良，薛晨光，刘日平 

燕山大学 

通过熔体快速冷却，将原来有序的晶态固体转变为长程无序短程有序的非晶态固体，是目前常用的制备大块非晶技术之

一。使用分子动力学模拟技术，对液态结构的快速凝固过程中的原子团簇演化进行表征，可以获得与非晶形成能力相关的信

息。本文通过原子忠诚度模型，描述在快速凝固过程中液态团簇的分布和形貌，揭示液态-固态和液态-液态相恋过程中的原

子结构演化过程，从动力学上为非晶的形成提供一种解释。 

E04-57 

脉冲小孔喷射法单分散 Cu-20Sn 微球的制备技术及凝固组织研究 

李粲 1,2，胡英燕 1，李建强 1，刘超 2，韩建军 2 

1.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2.武汉理工大学 

单分散微米级球形金属粉末是一种特殊的微粒子，它在尺寸衔接和性能需求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微电

子封装、增材制造等领域有重要应用。铜锡二元合金具有优异的焊接性能，高的热导率，以及良好的耐磨和抗菌性能，被作

为一种高效的封装材料。但是在 BGA 封装的高精度电子连接过程中容易出现桥联等问题，为了有效防止这些问题，现代电

子封装所采用的金属微球，应具有均一尺寸及高圆球度等特点。 

    然而传统的方法无法满足高精度封装条件，例如雾化法、切丝/打孔重熔法等方法制备出的金属粉末存在粒径分布宽，

圆球度低、利用率低和热历史不一致等问题。本研究采用脉冲小孔喷射法（POEM），用于解决电子封装领域存在的难题。

脉冲小孔喷射法利用压电陶瓷产生外加作用力，对喷口处局域部分进行纵向扰动，使局部液体的压力发生急剧变化，打破由

表面张力和液体静压力所形成的平衡，使一定量的液体脱离喷口处的液面断裂形成液滴，每次喷出的液体形成一个液滴，液

滴处于微重力环境。在表面张力和重力的作用下，液滴在降落过程中无容器凝固形成微球。 

    实验成功制备出直径 70.6-334.0μm 范围的 Cu-20Sn 金属微球，其粒径高度均一，粒径分布窄，圆球度高。平均圆球度

达到 0.989，圆球度大于 0.95 的微球占总量的 95%。同时，该方法制备的金属微球具有流动性好、氧化度低、致密度高等特

性。由于液滴的产生可控，并且凝固过程中微环境一致，热历史相同，所以 终形成的微球凝固组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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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58 

亚快速凝固制备奥氏体基 FeMnAlC 轻质钢的组织与性能 
李想，宋长江*，翟启杰 

上海大学 先进凝固技术中心，省部共建高品质特殊钢冶金与制备国家重点实验室 

奥氏体基 FeMnAlC 轻质钢由于其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较低的密度，成为 有前景的汽车用钢。然而，由于奥氏体基

FeMnAlC 轻质钢中含有较高的 Mn 和 Al 元素，导致其导热性相对较低且抗变形能力较高，在连铸坯和轧制过程易于开裂，

传统工艺难于生产，所以，其在汽车中的应用仍然不普遍，迫切需要探索新的生产工艺方法来制备奥氏体基 FeMnAlC 轻质

钢。在本文中，提出利用近净成形方法生产奥氏体基 FeMnAlC 轻质高强钢，并通过离心浇铸系统使液态合金直接成形为

2.5mm 厚的亚快速凝固薄板。实验表明，此亚快速凝固下所生产的奥氏体基 FeMnAlC 轻质高强钢薄板不仅在力学性能与热

处理+轧制传统方法生产出来的合金的力学性能相近甚至更好，而且亚快速凝固技术减少了传统方法中的很多工艺过程，可

以直接通过凝固过程控制从液相制备出许多具有优异综合性能的产品。该研究有促进对通过凝固过程控制制备高性能凝固亚

稳相工程材料的节能、环保、经济、高效绿色制备工艺的认识，并推动 FeMnAlC 轻质高强钢制备工艺的探索。 

E04-59 

镍铝青铜纤维的制备及其组织研究 

宋和谦，沈红先，赵信毅，曹福洋，孙剑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 

9-4-4-2 镍铝青铜因其良好的机械性能和抗腐蚀性能，被广泛的应用在船用螺旋桨、紧固件及大型泵叶片等。本文利用

熔体抽拉技术制备了作为复合材料的增强相的镍铝青铜金属纤维。采用扫描电镜、透射电镜和 X 射线衍射仪分析了铝青铜

纤维的组织和相分布。结果表明，当熔体温度为 1300℃，辊轮的线速度为 30m/s 时，在快速凝固下的铝青铜纤维，直径在

30～50μm， 大长度约 50cm，表面光洁。对比分析了铸态和快冷态下的显微组织，铝青铜纤维由大量的针叶状魏氏体相和

相间分布的马氏体相构成，玫瑰状和颗粒状的 FeAl、Fe3Al 等 κ 相因快冷而几乎没有析出，大量的杂质元素固溶在基体中，

XRD 图谱的结果也表现出因过饱和而产生的衍射峰的偏移。 

E04-60 

受控凝固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陈光 1，郑功 1，祁志祥 1，张锦鹏 1，李沛 1，成家林 2，张中武 3 

1.南京理工大学 

2.南京工程学院 

3.哈尔滨工程大学 

本文对作者所在课题组近 20 年来开展的受控凝固研究与应用工作进行了综述，主要包括凝固前母相的熔体热处理、液/

固两相区的半固态处理、非平衡材料的快冷顺序凝固、半固态快冷顺序凝固等，以及将受控凝固扩展到固态相变阶段的定向热

处理、定向凝固与定向固态相变相结合的“双控”材料制备新技术等。同时，展望了受控凝固技术及其应用今后的发展方向。 

E04-61 

基于晶体-非晶共晶耦合生长原理的镁基非晶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强韧化研究 

惠希东 

北京科技大学 

本报告将重点介绍高强高塑性镁基非晶复合材料的非平衡凝固原理和成分设计方法，以及长周期结构的形成规律与强韧化机理。

报告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1）Mg-Cu-Zn-Y 系镁合金的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能。研究发现 Zn 含量是合金相组成的敏感元素。随着

Zn 含量的不断增加，合金的主要相组成由 CuMg2+α-Mg 向 Mg51Zn20+α-Mg，在到 α-Mg+Cu2Mg+CuMgZn 的转变。由快速凝固得到

细化的树枝晶使合金的抗压屈服强度较普通合金显著提高。细化的树枝晶与 Mg51Zn20 相的析出使得镁合金室温抗压屈服强度高达

450MPa。而细化的树枝晶和三元共晶相（L=α-Mg+Cu2Mg+CuMgZn）能够有效的强化韧化镁合金，使镁合金的 大抗压强度高达

700MPa 以上，同时具有优异的塑性变形能力。说明将非平衡凝固与合金成分设计相结合，可以开发出力学性能优越的镁合金，为高

强度镁合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2）通过成分设计以及冷速的调控得到了具有长周期结构的针状镁增强的Mg77Cu12Y8Zn3镁基非

晶复合材料，该复合材料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 1020MPa，同时具有 10 以上的塑性变形能力。基于对系列 Mg-Cu-Zn-Y 合金的研究，

提出了形成针状镁增强的镁基非晶复合材料的非晶-共晶生长原理和形成规律：I. 适当的冷却速度。对非晶形成能力（GFA）高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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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冷速不应过高，否则抑制针状镁的析出；对GFA 小的合金体系，冷速高有利于降低CuMg2的析出几率，形成针状镁增强的镁基

非晶合金。II. 成分设计时应严格控制 Zn 在合金中的含量。镁合金中镁含量越高，则要形成针状镁增强的镁基非晶复合材料需要的

Zn 越少。III. 成分设计时，在满足上述条件下，尽可能满足 Cu:Y>1，从而减少 CuMg2的析出几率，有利于形成具有长周期结构的

Mg 增强的镁基非晶复合材料。IV. 成分设计时，还应注意Y 和Zn 的比值，在满足上述两种条件的前提下，Y:Zn>1 有利于析出针状

镁，形成针状镁增强的镁基非晶复合材料。 

E04-62 

非平衡凝固规则共晶层片组织的失稳机理：实验及建模 

陈豫增，董浩，张震任 

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共晶合金在许多工程领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降低共晶合金的层片厚度可大幅提高材料的各类性能。但层片厚度的降低大

大提高了这类材料的结构不稳定性。因而，理解共晶层片组织的失稳机理，对其应用具有重要价值。本工作首先利用深过冷结

合快淬技术实现了 Ni-18.7 at.% Sn 共晶合金在不同过冷度的快速凝固，获得了不同凝固条件下的规则共晶层片组织；其次，利

用高温共聚焦显微镜原位观察其在加热过程中层片失稳行为，并结合共晶温度以下相同温度不同时间等温热处理研究了其成分

变化及形貌演化； 终建立理论模型定量阐明了层片室温的机理。结果表明，共晶层片在深过冷快速凝固条件下的失稳受控于

界面能减小驱动的瑞利不稳定性，其失稳经历层片→棒状→粒状的典型过程，转变动力学受控于原子沿相界面扩散。 

E04-63 

定向凝固 NiAl-Cr(Mo)-(Hf,Dy,Fe)共晶合金的微观组织与力学性能 

王雷 1，沈军 2，张国君 1 

1.西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西安市金花南路 5 号，710048 

2.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市友谊西路 127 号，710072 

NiAl-Cr(Mo)共晶合金因熔点高、密度低、导热性好和抗氧化性能优异等优点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如航空发动机热端

部件材料等领域，但其高温强度低以及室温塑性差限制了其进一步应用。本研究对该合金进行合金化，如添加高温强化元素

Hf、塑化元素 Fe 以及稀土元素 Dy；并采用定向凝固技术在不同抽拉速率(6 ~ 240 μm/s)下对该合金进行实验，再进行高温处

理(1250 /48h)℃ 。研究结果表明，该定向凝固合金的横截面组织由多个共晶胞组成，每个共晶胞由 NiAl 和 Cr(Mo)交替的两

相层片组成，层片由中心向边界径向发散生长，且层片厚度逐渐增大。在胞边界处出现沉积物，该沉积物主要是 Hf 的固溶

体，对高温强度有明显的改善作用；稀土元素除了净化基体以提高性能外，合金组织中会出现极少量富 Dy 的化合物；Fe

固溶于共晶两相 NiAl 和 Cr(Mo)，能够有效提高其断裂韧性。另外，该合金化的共晶合金在定向凝固过程中与单相合金相似，

随抽拉速率的增大，固/液界面同样经历平→胞→枝转变，层片间距逐渐减小，沉积物细小且更加均匀。力学性能检测结果

表明，在一个适中的抽拉速率(60 μm/s)条件下，该合金具有较高的室温断裂韧性和高温强度。高温处理后，层片组织发生了

粗化、迁移和局部溶解，其室温断裂韧性明显提高，但高温强度有所降低。 

E04-64 

定向凝固 Al2O3/Y3Al5O12/ZrO2 共晶陶瓷的相分布机理 

王旭 1，张文 1，王栋 2，蒋百灵 1 

1.西安理工大学 

2.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定向凝固 Al2O3/Y3Al5O12/ZrO2 共晶陶瓷以其高熔点、低密度、良好的抗氧化、抗蠕变性能和优异的高温力学强度等特

点被认为是潜在的叶片材料之一。相比于定向凝固 Al2O3/YAG 二元共晶陶瓷，第三组元 ZrO2的加入极大的改善了其力学性

能，然而却很少有人将注意力集中在 ZrO2的凝固规律和机理上。本文通过悬浮区熔定向凝固技术制备了 Al2O3/Y3Al5O12/ZrO2

共晶陶瓷试棒，结合扫描电子显微镜、EBSD 和 TEM 研究了 Al2O3/Y3Al5O12/ZrO2的组织结构、晶体学关系、相界面结构以

及相界面含量，分析讨论了影响 ZrO2的分布机理。结果表明：大部分 ZrO2相以极细小纤维或者片层状分布于 Al2O3 和 YAG

之间，少量 ZrO2 相以纤维状分布于 Al2O3 中，极少量 ZrO2 也以纤维状分布于 YAG 中；相界面 Al2O3-ZrO2、YAG-ZrO2 和

Al2O3-YAG 的所占相界面百分比分别为：40.4 ± 0.2%，30.8 ± 0.1%和 28.8 ± 0.2%，而 ZrO2相含量仅 19%。通过分析对比发

现，影响这一分布规律的主要原因是相界面错配应力，在凝固过程中相界面应力比较大的 Al2O3-YAG 相界面不容易形成，

而相界面应力比较小的 Al2O3-ZrO2较容易形成。本研究能为第三增韧相的选择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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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65 

高熔点金属电子束区熔中不同取向晶体的竞争生长研究 

李双明 1，王斌强 1，王玉敏 1，钟宏 1， 胡锐 1，刘毅 2，罗锡明 2 

1.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通过分析 BCC 结构金属 Mo 和 FCC 结构金属 Ir 电子束区熔中不同取向[100]和 [110]晶体生长，发现金属 Mo 在平界面凝固

下，会以[110]择优取向生长，而在凸界面下可能存在[100]和[110]两种择优生长方向，取决于界面能各向异性参数的相对大小，上

述分析很好地解释了电子束区熔中金属 Mo 单晶通常呈现[110]择优取向，而不是通常认为的[100]择优取向。而 FCC 结构高熔点

金属 Ir 无论是在平界面还是凸界面下，始终以[100]择优取向生长，上述结果得到 Ir 单晶生长实验验证。报告提出的理论分析，不

仅可分析高熔点金属电子束区熔中曲率过冷和动力学过冷对晶体生长工艺的影响，而且对熔点较低的金属 Al、Cu 及半导体材料

Si 的晶体生长也有参考价值，项目研究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云南省联合基金（U1202273）项目资助。 

E04-66 

定向凝固晶粒竞争生长的研究 

李俊杰，郭春文，王锦程，王志军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定向单晶叶片的制备过程中，不同取向晶粒间竞争生长的控制是决定能否成功获得完整单晶结构的关键因素。基于相

场法数值模拟，我们研究了定向凝固过程中的晶粒竞争生长过程以及机制。通过二维相场模拟和薄试样透明合金实验观察了

定向凝固柱状晶生长过程中不同构型的发散双晶在晶界处的二次臂及三次臂分枝行为，详细分析了晶界轨迹的随机性以及统

计性的平均晶界角度。通过相场模拟发现，发散晶界处枝晶的侧向分枝动力学行为在晶界轨迹随机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

与实验结果能够很好地吻合。通过统计平均晶界角度发现，择优晶粒占据晶界空间的比例随着双晶侧向分枝生长方向绝对值

之差呈现统一演化规律。这意味着，发散双晶竞争生长的实质在于晶界处两晶粒侧向分枝的竞争行为。进一步的，我们通过

相场法数值模拟研究了三维尺度条件下的晶粒竞争生长，分别研究了薄试样和大尺度三维空间中异面双晶竞争生长。在薄试

样中的异面构型条件下，非择优晶粒的侧向分枝生长受到试样盒限制，这导致非择优晶粒在晶界处不能生成新的一次枝晶臂。

因此，尽管薄试样中的双晶竞争生长看起来与二维条件下的双晶竞争生长很类似，二者之间的竞争结果很可能是不同的。在

大尺度三维空间中的异面构型条件下，非择优晶粒远离试样边界时会在边界与非择优晶粒之间发展出空间，择优晶粒的新生

一次枝晶臂能够在此空间中沿着两个方向发展，进而导致其晶粒淘汰速率要大于二维条件下的晶粒淘汰速率。 

E04-67 

Ce-Ni 二元合金熔体的互扩散行为研究 

张博 

合肥工业大学材料学院非晶态物质科学研究所 

熔体的互扩散行为在材料科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相关的研究却非常稀少。利用我们自主研发的滑动剪切技术，对

Ce80Ni20 合金熔体的互扩散行为进行了测量和研究。测量结果表明在此熔体中互扩散行为严重偏离 Darken 关系，且随着温

度的降低，偏离倾向更加明显。另外，动力学因子 S明显小于 1。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S因子的本质来源于原子间的化学相互

作用。我们分析认为在此 Ce-Ni 二元合金熔体中，原子间的化学相互作用使 Ni 原子倾向于与 Ce 原子一起运动，而避免与

同类的 Ni 原子一起，从而使得 Ni-Ni 及 Ni-Ce 之间的扩散偏离理想扩散行为，并 终导致 Darken 公式的失效。 

E04-68 

一类有希望的新型合金：共晶高熵合金 

卢一平，曹志强，王同敏，李廷举 

大连理工大学 

 尽管高熵合金具有很多特殊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但是由于高熵合金含有的元素种类以及元素含量较高，是以固溶

体为主要结构的一种合金，铸造流动性较差，难以补缩，晶格畸变严重，铸造的宏观偏析和微观偏西严重，为其大规模工业

应用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鉴于此，大连理工大学李廷举和王同敏教授学术团队率先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高熵合金设计思想，提出了共晶高熵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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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理念，新合金将同时具有共晶合金和高熵合金的优点，从合金源头上解决了高熵合金铸造流动性差以及成分偏析严重

的瓶颈难题。设计的新型合金可以避免铸造大体积铸锭时发生的宏观和微观成分偏析，并具有良好的铸造性能，在普通铸造

条件下获得的大体积铸锭中，便可以获得均匀细小（片层厚度 1 至 3 微米）的规则片层结构。新合金铸态条件下同时具有高

的强度、塑性和耐海水腐蚀性能，具有潜在的重要工业应用价值和理论研究意义。 

E04-69 

等离子喷涂 FeCoCrNi(Al, Mn 和 Mo)高熵合金涂层的服役性能 

贾延东，王刚 

上海大学 

高熵合金因其具有较高的熵值和原子不扩散特性，具有许多传统合金不具备的优异性能，如高强度，高硬度，耐磨损和

耐腐蚀等性能组合，已成为当前金属材料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块体高熵合金领域，为推动高熵

合金进一步在工程领域的广泛应用。本文采用等离子喷涂的方法在 304 不锈钢基底上制备了 FeCoCrNi(Al, Mn 和 Mo)三种成

分的高熵合金涂层。实验表明三种成分的涂层的晶体结构主要由 BCC 或 FCC 以及少量金属氧化物组成。并进一步研究了涂

层耐磨性、耐蚀性和显微硬度。其中 FeCoCrNiAl 涂层的硬度与耐磨性皆优于其他两种合金涂层，且耐腐蚀性能相近。通过

以上我们认为 FeCoCrNiAl 成分在制备兼具多种优异性能的涂层方面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E04-70 

凝固过程宏观偏析和 MnS 生成的耦合模型 

蔡端星，任凤丽，李军，李建国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欧拉-欧拉法和体平均技术，建立了 Fe-C-Mn 三元合金的液相（金属液），固体相（简化枝晶状等轴晶、柱状晶、

简化球状夹杂物 MnS）等多相间相互耦合的凝固模型，计算了夹杂物析出长大对宏观偏析的影响，对溶质元素 C，Mn 的偏

析做出了定量的描述。模型考虑了金属液凝固过程中的热溶质对流，及夹杂物的上浮与等轴晶的沉降过程与金属液之间的拖

曳力及金属液流经柱状晶所受的渗透力等。模型利用经典异质形核理论和和高斯分布异质形核理论分别计算夹杂物和等轴晶

的形核过程，而固体相的生长过程均采用溶质扩散长大模型。对于各相间的热量、动量交换以及固/液界面上的溶质再分配

和凝固潜热释放都加以考虑，并将模型应用于 2.45 吨的钢锭计算中。计算结果表明钢液中夹杂物的生成对 Mn 元素偏析有

一定抑制作用，同时 MnS 与金属液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糊状区流体流动更加紊乱，加重了 A-偏析，且夹杂物倾向于停留在 A

偏析内部，与实验结果相吻合，验证了夹杂物在 A 型通道生长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E04-71 

熔体温度处理对金属快速凝固过冷度的影响 

许军锋， 坚增运 

西安工业大学 材料与化工学院 

大量实验发现，熔体过热处理对凝固组织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因为无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很难找到熔体过热处理影响

的直接证据。我们采用分子动力学方法和热分析方法研究了熔体过热处理对纯金属凝固过冷度和结晶潜热的影响，分析了过

热温度和过热时间对凝固过程的作用规律，并给出了相应的理论描述模型。 

E04-72 

晶体相场模型在凝固微观组织演化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王锦程，郭灿，唐赛，李俊杰，王志军 

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基于经典密度泛函理论的晶体相场模型是近年来兴起的材料微观组织演化模拟方法，该方法综合了传统相场法与分子动

力学的优势，能够在原子尺度上模拟发生在扩散时间尺度上的物理过程，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原子尺度下材料相变过程的微观

组织演化研究。本报告将简要介绍晶体相场模型在凝固微观组织演化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及本课题组在此方面的研究进展。 

E04-73 

液态金属异质形核过程中的熔体结构转变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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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许，王璐，徐明沁，张迪，胡侨丹，李建国 

上海交通大学 

异质形核是液态金属完成液固转变，形成晶体的主要原子结构转变方式。通过异质形核过程的调制可以达到优化材料的

凝固组织并获得所需应用性能的目的。如生产变形铝合金过程中大量使用的 AlTiB、AlTiC 等晶粒细化剂，铸造铝合金使用

的 Na、Sr、P 等变质剂以及球墨铸铁行业采用的含 Mg 球化孕育剂等都可以通过控制初生相或者共晶相的形核达到提升铸件

性能的目的。而在储能领域，锂离子电池使用过程中锂的异常形核和生长将降低电池的循环效率并造成电池的非正常体积膨

胀，从而导致电池的安全性下降。根据经典形核理论，异质形核核心的形核潜力取决于新晶体与异质基底之间的晶格错配度。

但该错配度反应的是形核终了的晶格匹配情况。形核过程是一个液固转变过程而非固固转变。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新晶体与异

质形核之间的晶体/晶体晶格错配度不能反应异质形核过程中的液固转变-液固界面形成本质。 新发展的同步辐射原位分析

技术为原位跟踪液体在异质形核基底上完成液固转变提供了可能。本报告将详细报道不同金属熔体在系列异质形核基底上的

形核行为，分析合金元素、异质形核基底对熔体结构及异质形核过冷度的影响。通过结合高分辨透射电镜(HRTEM)、高角

度环形暗场像(HAADF)、电子能量损失谱(EELS)等技术分析异质形核界面的原子结构及其晶格匹配情况，并与熔体结构演

化过程对比，获得以下结果：异质形核过程中熔体结构及配位数随着合金元素的添加及形核基底的改变而变化，其趋势受到

合金元素化学性质和基底原子结构的影响。熔体中预形核有序结构具有明显的择优取向并且和基底的原子结构相关。这种预

形核有序结构的择优取向将保留到 终的凝固组织中，在异质基底表面形成形核界面。合金元素在形核界面吸附有利于调节

形核界面的晶格匹配度，从而可以调控异质形核过程并达到控制异质形核的目的。该发现为经典形核理论中的基底的形核潜

力受新晶体与基底之间的晶格错配度影响提供实验证据，有利于深化对异质形核理论的理解，并为铸造工业、新型功能材料

外延生长技术以及其他形核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指导与实验证据。 

E04-74 

高速列车铸钢制动盘材料性能研究 

汤忖江 1，陈蕴博 1，左玲立 1，孙逊 2 

1.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文对时速 300~350km/h 高速列车铸钢制动盘材料性能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制动盘材质分析及系列高速列车制

动盘用铸钢材质研究发现，合金成分是影响高速列车铸钢制动盘室温力学性能主要因素之一，其碳化物尺度、类型及马氏体

板条形态对制动盘高温力学性能有一定的影响。基于上述研发结果，通过适宜的成分、第二相设计及组织调控获得了室温、

高温力学性能优良的高速列车制动盘材质。 

E04-75 

深过冷 Ni50Ti50 液体中扩散系数与结晶动力学系数的线性关系 

安思敏 1，柳百新 1，管鹏飞 2 

1.清华大学 

2.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晶体的形核和长大对冶金学、制药学、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健康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通常晶体形核长大伴随的热力

学和动力学之间的竞争导致结晶过程出现难以置信的复杂情形。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实验还是数值模拟方面，几乎都没有已

知的 NiTi 深过冷液体的自扩散系数 D和粘度 η数据。因此，深过冷 Ni50Ti50液体的快速结晶过程的微观起源仍然难以捉摸。

近，分子动力学模拟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地研究深过冷液体的结晶过程，这对本次研究 NiTi 形状记忆合金（SMA）在深过

冷液态下的结晶过程起到了巨大帮助。我们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了深过冷条件下 Ni50Ti50 液体的结晶过程。研究表明，

此时，Ni50Ti50 深过冷液体表现出极快的晶化行为，晶体生长的动力学系数 ukin 与温度间存在强烈的 non-Arrhenius 依赖性。

这表明 NiTi 过冷液体有很高的脆性。在高脆性液体中，斯托克斯 - 爱因斯坦(D ~ η-1)关系失效导致实际的晶化速率远大于

由粘度预测得到的理论晶化速率。更重要的是，ukin与扩散系数 D 呈线性关系，这直接表明：在具有高脆性的深过冷液体中，

快速结晶是由原子扩散性而不是由粘度所决定的。 

E04-76 

难熔高熵合金 HfNbTiZr 变形行为的研究 

马月莉，陈湘茹，伍诗伟，贾岳飞，王刚，翟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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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材料研究所；上海大学微结构重点实验室 

本实验研究了难熔高熵合金 Hf25Nb25Ti25Tr 25的变形行为。通过 77.8%的冷轧以及 1073 K 和 1273 K 退火处理，晶粒由

铸态下的 400um 左右细化到了 10um 左右。室温下的拉伸结果表明，铸态的屈服强度达到了 636MPa,断裂应变 12%；冷轧态

屈服强度达到了 1103MPa,断裂应变 8.3%；1073k 退火后的冷轧板的屈服强度和断裂应变分别是 778 MPa 和 26%；1273 K

退火后的冷轧板的屈服强度和均匀延伸率分别达到了 769 MPa 和 30.6%，其延伸率相比于铸态和轧制态提高了 20%左右，

而传统难熔高熵合金几乎没有拉伸塑性。 

E04-77 

低碳 Ni-Mo 合金钢小方坯连铸技术研究与应用 

刘珂 1，陈涛 1，孙齐松 1，孔祥涛 1，丁宁 1，李宁 2 

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 

2.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低碳Ni-Mo合金钢合金含量达到3~6%，该钢种要求具有低焊接裂纹敏感性，以及大焊接热输入下的低温冲击韧性要求，

需要通过 Ni-Mo 等合金元素为主的强化手段，以保证低温冲击韧性及可焊接性。本文从钢种目标成分出发，在钢水可浇性，

裂纹敏感性，铸坯表面质量控制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为满足低磷低硫控制要求，调整炼钢精炼工艺，满足了成分控制与避免

套眼要求。基于对钢种高温热物性参数的检测与分析，采用数学模型方法系统分析铸坯在不同工艺下凝固过程热状态，选择

合理二冷、三冷工艺，保证铸坯在凝固过程中不产生强烈回温，避开脆性区矫直，解决了铸坯成分偏析与裂纹缺陷控制的矛

盾。通过研究该钢种凝固温区内相变以及收缩规律与结晶器保护渣理化指标分析，采用结晶器弱冷工艺，以改善保护渣熔化

效果，提高结晶器与铸坯间凝固传热均匀性，达到铸坯均匀凝固的目的。该钢种铸坯表面凹陷缺陷得到了有效控制，发生率

22.7%降至 1.05%。 

E04-78 

基于热力学极值原理的非平衡相变理论研究 

王海丰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非平衡耗散体系演化法则的建立源于人们对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普适性规律的探索认知，其发展历经诺贝尔

奖获得者 L. Onsager 的 小能量耗散原理、诺贝尔奖获得者 I. Prigogine 的 小熵产生原理、H. Ziegler 的 大熵产生原理到

如今一般意义的热力学极值原理。它的巨大魅力在于不仅给出了耗散体系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给定了具体的热力学演化

路径。本文通过介绍热力学极值原理的概念、在尖锐界面动力学、相场理论等方面的具体应用，讨论热力学极值原理及其在

非平衡相变理论研究方面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 

E04-79 

基于格子玻尔兹曼方法模拟金属与合金凝固过程中的枝晶生长 

孙东科 1，曹伟生 2，陈双林 2，朱鸣芳 3 

1.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CompuTherm LLC 

3.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枝晶生长是金属与合金凝固过程中 为常见的现象。它深刻影响铸件的性能及使役性能。在过去数十年中，相场法、元

胞自动机法与前沿追踪法等数值方法不断发展，现已成为揭示枝晶生长规律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格子玻尔兹曼方法不断与

这些方法交互融合，逐渐发展成为模拟凝固过程中热质输运与枝晶生长的高效方法。本文基于格子玻尔兹曼方法基本原理，

建立了模拟金属与合金凝固过程枝晶生长的介尺度动理学模型，提供了揭示合金凝固微观组织形成过程的高效方法。该模型

采用基于 BGK-Boltzmann 方程描述熔体流动、热质输运和液固相变，同时基于 Boussinesq 近似描述凝固过程中的自然对流

效应，并将枝晶生长过程中的各向异性、界面能效应、Gibbs-Thompson 效应显式地引入模型。通过以经典枝晶生长问题为

基准完成了模型验证。结果表明，本模型继承了元胞自动机自动机方法的高效与相场方法的热力学自洽等优点，具有与可靠

的数值精度、良好的数值稳定性与高效的计算速度。本文为揭示对流作用下合金凝固过程中的微观组织形成规律提供了一套

可靠高效稳定的建模与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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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80 

非晶合金研究：从基础到应用 

王刚 

上海大学 

晶体金属的微观结构已基本明朗，其性能与结构间的相互关系也较容易建立，然而非晶合金因不存在晶体缺陷通常表现出

结构脆性。为此，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非晶合金的变形机制，并且探索了一系列方法来提高非晶合金的韧性及延展性。本文将

主要介绍在高应变加载速率，深冷温度，离子辐照等条件下非晶合金的变形机制。通过高能 X 射线同步加速器下的原位拉伸及

压缩实验，数字散斑法观察原位应变场等不同原位观察方法来表征非晶合金的结构演化行为。讨论了非晶合金的间隙塑性变形，

断裂过程中弹性能的损耗等问题。通过实验结果，表明非晶合金具有应用于阻挡太空碎片的空间保护材料的潜力。 

E04-81 

气氛辅助增强激光 3D 打印纯钛的成型及其强化现象 

王大为，周英豪，侯羽航，严明 

南方科技大学 

3D 打印（3D Printing）又名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代表性先进制造技术之一。该

技术以粉材、丝材等作为原材料，利用激光、电子束、电弧等热源对原料进行加热，使材料部分或完全熔化并重新凝固成型，

从而体现出“增材”的制造特点。而纯钛（Ti）由于具有较高的比强度和塑性、优秀的生物相容性与耐腐蚀性等优势，也早已

成为先进材料的代表之一。本文研究者发现，在使用选区激光熔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技术 3D 打印纯钛的过程

中使用氩气（Ar）+氮气（N2）的混合保护气氛，可以巧妙的利用氮的合金化作用获得强度高、塑性好的纯钛材料。该气氛

辅助增强方法成型的激光 3D 打印纯钛呈现出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室温拉伸屈服/抗拉强度可达 800/885MPa，断裂延伸率

约 18%；强度高于锻态纯钛 50%以上，甚至逼近锻态 Ti-6Al-4V 合金的相应强度性能；同时依然保持 99%以上的致密度和良

好的成型质量。通过扫描电镜、X 射线衍射、透射电镜、三维原子探针等检测手段分析发现，气氛辅助增强 SLM 打印成型

的纯钛具有细小的针状马氏体组织（α'-Ti），其马氏体基体上分布着纯钛与保护气氛中 N2反应生成的 TiN0.3富氮固溶体和 TiN

陶瓷相。但是，由于激光 3D 打印成型过程具有多次重复加热-冷却热循环的特点，这些富氮固溶体和陶瓷相倾向于在生成

后的热循环中分解，因此纯钛所展现的强化现象应主要归功于氮原子均匀的间隙固溶。同时，当纯钛中氮元素的含量不超过

一定脆化阈值时，氮的固溶不会显著降低材料的塑性。 

E04-82 

感应熔炼多晶硅定向凝固过程中 SiC 颗粒的去除研究 

仝淑慧 1,2，秦世强 1,2，姜大川 1,2,3，谭毅 1,2,3，李鹏廷 1,2,3 

1.大连理工大学 

2.辽宁省太阳能光伏系统重点实验室 

3.大工（青岛）新能源材料研究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主要研究了感应熔炼方式下多晶硅定向凝固过程中 SiC 颗粒的去除过程，分析了多晶硅铸锭中 SiC 颗粒的微观形

貌及其分布特征，结合 Turnbull-Vonnegut 公式探讨了 SiC 与 Si 的位向关系。通过调整后的 Turnbull-Vonnegut 公式计算出

SiC(311)和 Si(400)界面原子排列错配度为 3.72%，说明 SiC 对 Si 有良好的潜在形核能力。在定向凝固提纯多晶硅的过程中，

由于定向凝固炉中热场单一，熔体流动性差，过饱和析出的颗粒相 SiC 广泛分布于凝固后的铸锭，无法实现 SiC 的有效去除。

研究发现在定向凝固过程中施加外磁场可增加 Si 熔体流动性，诱导 SiC 颗粒与 Si 熔体分离，促进 SiC 颗粒宏观富集区的形

成，提高定向除杂效果。本研究结果为多晶硅尾料的回收利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E04-83 

纳米 Y2O3对铸造 Ti-48Al-2Cr-2Nb 合金组织和室温拉伸性能的影响 

张冬冬 1，田竟 1，陈玉勇 1，张国庆 2，刘娜 2，谷旭 1，孙剑飞 1 

1.哈尔滨工业大学 

2.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使用了 XRD、OM、SEM、EDS 分析了添加纳米 Y2O3 的 Ti-48Al-2Cr-2Nb 合金的组织和内部析出物的特点和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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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 和 XRD 结果表明合金中的析出物是 Y2O3相，其中有一部分析出物具有规则几何外形，如正六边形和正方形，它们的

直径约为 1.5μm，远超原料纳米 Y2O3 的 30nm 直径，由于原料纳米 Y2O3 的尺寸过小，和熔体接触面积很大，所以过量的 Y

和 O 元素进入到合金基体中，在冷却至室温时一部分 Y 和 O 析出成为 Y2O3，其余固溶进基体内起到固溶强化作用， 终的

室温组织是近层片组织和细小、均匀分布的 Y2O3 颗粒组成的，研究表明由于 Y2O3 颗粒在铸造过程中阻止了晶粒的长大和

为层片提供了形核位置从而细化了晶粒和层片，而且有助于块状 γ 晶的生长。证明了纳米 Y2O3 的添加能够有效细化 TiAl

合金组织。 

E04-84 

合金凝固过程中多尺度不连续生长与融合现象 

马晓平，李殿中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合金凝固组织演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凝固参数与凝固组织的相关性已被深入研究，但凝固组织的演化

过程则缺乏深入研究。有研究指出，初始凝固组织通过 Ostwald 机制会发生二次臂粗化和三次臂熔解。Chien 等人提出相邻

枝晶臂会发生融合，有研究基于 Ostwald 机制对该现象进行了解释。 

     本研究在 Al-5wt.%Cu 合金、20SiMn 钢以及 20SiMnMo5 钢的等轴晶凝固及定向凝固的若干凝固节点淬冷，进行了组织演

化分析与偏析测量。Al-5wt.%Cu 合金等轴晶终凝枝晶臂内的偏析分布与考虑固相扩散的 Scheil 模型的计算结果存在明显偏差。

其凝固组织演化和枝晶臂内偏析演化的分析表明，单一枝晶臂是由不连续的固相和被捕获液相共同构成的多孔结构。随着凝固

的进行，单一枝晶臂内的多孔结构逐渐融合为单一固相，且相邻的枝晶臂间也发生显著的融合现象。凝固组织的三维形貌分析

表明，等轴枝晶区是一个多尺度的不均匀分布的多孔介质。整体枝晶区是由不均匀分布的枝晶臂构成的多孔介质，而单一枝晶

臂也是由不连续的固相构成的多孔介质。在后续凝固过程中，融合现象也在多尺度上进行。 20SiMn 钢的凝固组织分析和偏析

分析表明，在定向凝固、等轴晶凝固以及快速凝固过程中，都存在多尺度的不连续生长及融合现象。在可追踪的 小尺度上，

不连续固相不呈现枝晶形貌。在 20SiMnMo5 钢定向凝固及快速凝固的组织中，偏析的 Mo 元素使得枝晶臂内不连续固相的形

貌得以保留。其凝固组织形貌进一步揭示了多尺度的不连续生长现象，并且呈现出小晶面晶体生长的形貌特征。 

     对不连续生长及融合机制的分析表明，固液界面前沿存在更大的过冷度而优先生长，从而产生不连续生长现象。不同位

置、不同尺度的液相的由于溶质分配、液相溶质传输以及固相溶质扩散的作用而发生成分分化，并在不同的温度下完全转变

为固相，从而在不同尺度上发生融合现象。基于多尺度不连续生长与融合现象，定性分析了偏析演化过程。目前无法确定固

相连续生长的基本组织单元，因而无法获取其对应的凝固温度曲线及其偏析数据。终凝组织的基本单元是由更小尺度的不连

续固相融合而产生，其对应的凝固温度曲线也不同于整体样品的冷却曲线。不同位置处的固相、液相以及平均成分都会发生

成分分化，从而产生多尺度的偏析分布。当枝晶区或者单一枝晶臂的多孔介质简化为一个整体时，该多孔介质与大块液相间

的溶质分配将显著偏离平衡分配系数。 

E04-85 

定向凝固热应力对 FeGa 合金磁畴分布及磁致伸缩性能的影响 

陈艺骏，王敬民，蒋成保，徐惠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 

磁致伸缩效应是指铁磁性材料在磁场作用下通过磁畴翻转而产生形变的一种物理现象。具有大磁致伸缩应变的材料，如

TbDyFe、FeGa、FeNi 等，在驱动器和换能器中有重要应用。通常，材料中存在多种取向的磁畴，往往需要施加预应力调控

磁畴取向，才能获得大磁致伸缩，导致器件结构复杂。 近，我们采用定向凝固方法，生长了<001>取向的 FeGa 单晶。发

现，不需要施加预应力，单晶的磁致伸缩值就已经达到理论的 300ppm；将单晶去应力退火后，无预应力条件下磁致伸缩仅

为 150ppm。分析表明，单晶中存在高达 60MPa 的内应力。在这一内应力作用下，单晶中的磁畴取向均垂直于生长方向，因

而磁致伸缩大。上述结果表，采用凝固热应力能有效控制磁畴取向，并获得大磁致伸缩，有望实现器件简化。 

E04-86 

亚快速凝固下 Fe28Mn9Al1.2C 轻质钢薄板的组织及性能 

杨磊，何维，宋长江，翟启杰 

上海大学 先进凝固技术中心，省部共建高品质特殊钢冶金与制备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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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nAlC 轻质高强钢因其较低的密度和优异的强塑性，已成为新一代 有潜力的汽车用钢。然而，FeMnAlC 轻质高强

钢的 Mn 和 Al 元素含量导致其连铸坯和轧制过程易于开裂，传统工艺难于生产。因此，迫切需要探索新的生产工艺方法来

制备 FeMnAlC 轻质高强钢。亚快速凝固是介于平衡和非平衡凝固之间的一种凝固过程，可以细化组织、减少偏析、获得一

些亚稳相，使材料具备优异的力学性能，因此本工作探索用亚快速凝固制备 FeMnAlC 轻质高强钢。采用离心浇铸的亚快速

凝固方法，制得 Fe28Mn9Al1.2C 薄板，研究其组织和性能，并探讨了热处理温度和时间对亚快速凝固薄板组织和性能的影

响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利用亚快速凝固制备的亚快速凝固薄板抗拉强度为 900MPa，塑性为 48.7%，适当的热处理可以进一

步提高其力学性能。该制备工艺具有流程短、工艺简单、经济高效等特点，表明亚快速凝固有望成为制备力学性能优异的高

强轻质钢绿色制备工艺。 

E04-87 

定向凝固 (Fe0.83Ga0.17)99.9Tb0.1 磁致伸缩合金的微观结构 及性能演变研究 

吴煜烨，孟崇峥，方磊，陈艺骏，刘敬华，蒋成保，徐惠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Fe1-xGax (0.17≤x≤0.19)磁致伸缩材料是一类新型非稀土磁致伸缩材料，其磁致伸缩系数显著优于传统 Fe/Ni 基磁致伸缩

合金，而其塑性和加工性能明显由于 TbDyFe 合金为代表的稀土巨磁致伸缩材料，因此有望成为新一代的结构性磁致伸缩材

料。近期研究表明，微量稀土元素（掺杂量≤0.2 at.%）的掺杂可有效增大合金的磁致伸缩系数，同时形成的富稀土相可显著

优化合金塑性，因此对于拓展该合金的结构功能一体化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微量稀土 Tb 元素掺杂的(Fe0.83Ga0.17)99.9Tb0.1合金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抽拉速率在 25 mm/h - 6000 mm/h 范围内，

合金定向凝固微观组织和晶体学择优取向的演变，及其对合金磁致伸缩和拉伸性能的影响。随着抽拉速率增大，合金中 Tb

原子固溶度逐渐增大，但[001]择优取向随着凝固速率增加而逐渐恶化。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合金磁致伸缩系数呈现“增大-

稳定-降低”的变化趋势，稳定区磁致伸缩可达~220 ppm。合金拉伸断裂应变在 25-3000 mm/h 内稳定在~6.5%，随后迅速恶化

至~1.5%。研究结果表明 3000 mm/h 是高性能 FeGa(-RE)磁致伸缩合金棒材的 优生长条件。计算模拟和实验验证表明，在

此条件下固液界面为平界面形貌，晶体以胞状晶形式生长，二次枝晶臂萌生，此条件下固液界面前沿温度梯度 G 约为 130 

K/mm，G/V≈0.156 K·s/(mm2)，冷却速率 G·V≈102 K/s。 

 

墙展 

E04-P01 

内生微纳米 TiB2 颗粒调控 Al-Si7-Cu4 合金凝固组织及强韧化机制 

李强，邱丰，高翔，姜启川 

吉林大学 

在铝合金中添加细化剂是改善铝合金组织与性能 常用的方法。本文在 Al-Si7-Cu4合金中引入含有内生亚微米/纳米 TiB2

颗粒的 TiB2/Al 中间合金，研究并揭示了 Al-Ti-B 反应体系中不同 Ti、B 计量比(Ti/B=1:2 和 Ti/B=1:2.4)制备的 TiB2/Al 中间

合金对 Al-Si7-Cu4合金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添加 0.1 wt.%TiB2(Ti/B=1:2 制备的 TiB2/Al 中间合金)的 Al-Si7-Cu4合金 α-Al

枝晶尺寸(273µm)相较于其未添加时(1150µm)明显细化，其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以及断裂应变(281MPa、402 MPa 和 9.3%)

分别比未添加时（232 MPa、357 MPa 和 7.6%）提高了 17.4%、12.6%和 22.4%；但随着 TiB2 颗粒添加量的逐渐增加，其进

一步细化效果并不显著，且强度和延伸率逐步下降，这是由于该计量比下制备的 TiB2/Al 中间合金存在 Al3Ti，与合金中的

Si 元素产生毒化反应形成 Ti-Si 化合物，导致细化效率降低，并且力学性能降低。而 Ti/B=1:2.4 情况下，中间合金中几乎无

Al3Ti，添加少量 TiB2(Ti/B=1:2.4 制备的 TiB2/Al 中间合金)颗粒后 Al-Si7-Cu4合金 α-Al 尺寸细化显著，且随着 TiB2 颗粒添

加量的增加，合金的细化效果更加明显。当 TiB2(Ti/B=1:2.4)颗粒添加量为 0.7wt.%时，α-Al 枝晶尺寸细化至 241µm，另外，

Al2Cu 析出相尺寸由未添加时的 55nm 减小到 28nm,共晶 Si 也由原来的针状变为球状或点状；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以及断裂

应变（293 MPa、419 MPa 和 13.0%）同时显著增加，比未添加前提高了 26.3 %、17.4 %和 71.1%。均匀分散的内生亚微米

尺寸 TiB2 颗粒可以作为 α-Al 枝晶的异质形核核心，提高了形核率，纳米尺寸 TiB2 颗粒吸附于固液前沿，阻碍溶质的扩

散并限制枝晶的生长，从而有效的细化了 α-Al 枝晶。分析表明晶粒细化、共晶硅细化、析出相细化提高了材料的强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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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P02 

液态金属快凝过程中二十面体与 FCC 原子团之间竞争与演化机制的密度泛函研究 

蒋元祺 1,文大东 2,彭平 3 

1.南昌师范学院物理系 

2.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 

3.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液态金属快凝过程的分子动力学(MD)模拟与微结构演化跟踪分析表明，当冷却速率(γ)达到可抑制晶体形核的临界冷速

(γc)时，过冷液相区中的二十面体团簇具有结构遗传性，而当 γ低于 γc 时，二十面体团簇则会在结晶相变点(Tc)附近迅速演

变为其它构型。然而目前对快凝过程中二十面体团簇的遗传与演变机理并不清楚，相关研究也相对匮乏。有鉴于此，本文针

对液态金属 Ag 的 MD 模拟结果，选取不同温区的二十面体与 fcc 特征团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Agn(n=13,19,20)形成能力

与结构稳定性的第一原理计算，重点研究了快凝过程中(γ1=5×1013K/s、γ2=5×1011K/s) ISRO、IMRO、fcc 短程序(FSRO)与

fcc 中程序(FMRO)的能态、化学稳定性以及电子结构等。结果表明：过冷液相区中的 ISRO 与 IMRO 的数目分别大于 FSRO

与 FMRO 的数目，主要是因为 ISRO 与通过 IS 键联结的 IMRO 在过冷液相区中的化学稳定性较高。同样在冷速较低(γ<γc)

的低温区域(T＜Tc)，FMRO 的数目占据绝对优势也是因其在低温时具有相对较高的化学稳定性。此外，从头算的 MD 模拟

揭示当温度低于 700K 时，FSRO 不但有较高的结构稳定性，而且其团簇寿命也长于 ISRO。随后进行的 TS 搜索发现，过冷

液相区中的 ISRO 之所以很难直接自动转变为 FSRO，是因为在该演化过程中不但存在能垒，而且还需吸收热量。 终通过

分析各团簇的电子结构后得知，高的化学稳定性主要是因为有较大的能隙、更小的费米能级电子数、更低的 高占据分子轨

道(HOMO)能级以及 HOMO 壳层电子的满占据等。 

E04-P03 

高压凝固 Al-Cu 合金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研究 

马盼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Al-Cu 合金是一种高强铝合金，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在航空、航天、国防装备、汽车等领域有着重要应用。但是 Al-Cu 

合金的结晶温度范围宽，铸造性能差，容易形成缩孔、缩松偏析和热裂等铸造缺陷严重抑制了该合金的应用。本文采用高压

凝固的方法分别制备了 5%、33%、40wt.%Cu 含量的 Al-Cu 合金，实验压力分别为常压、1GPa、3GPa，对 Al-Cu 合金的物

相组成、显微组织以及维氏硬度进行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 Al-Cu 合金的物相由 α-Al 相和 Al2Cu 相组成，当 Cu 含量相同时，随着压力的增加，Al2Cu 相衍射峰逐渐

减少变弱。当 Cu 含量为 5%时，随着凝固压力的增加，共晶 Al2Cu 相逐渐减少，形貌由棒状变为颗粒状。当压力达到 3GPa

时，共晶 Al2Cu 相全部消失；当 Cu 含量为 33%时，随着凝固压力的增加，共晶 Al2Cu 相逐渐减少，形貌由不规则颗粒状或

片状完全转变为颗粒状，尺寸减小。当 Cu 含量为 40%时，随着压力的增加，初生 Al2Cu 相的尺寸逐渐减小。当凝固压力相

同时，随着 Cu 含量的增加，Al2Cu 相衍射峰逐渐增多增强。Cu 含量由 5%增加到 33%，合金组织中的共晶 Al2Cu 相逐渐增

多，当 Cu 含量为 40%时，除了共晶组织外产生初生 Al2Cu 相。Cu 含量相同时，压力的增加，会使 Al2Cu 相在 α-Al 相中的

固溶度增加，形成固溶强化，此外压力增加使共晶组织得到细化，Al-Cu 合金的硬度呈明显增大趋势。当压力相同时，Cu

含量越多，Al2Cu 相越多，而 Al2Cu 相是硬质相，Al-Cu 合金的硬度越高。 

E04-P04 

脉冲磁场作用下金属凝固数值模拟 

陈其朋，沈厚发 

清华大学 

作为材料制备的基础，材料凝固过程的控制已成为提高材料性能和降低材料成本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脉冲

磁场能够有效地细化凝固晶粒，改善内裂、中心偏析等问题，从而提高产品的 终力学性能。同时，利用脉冲磁场具有无污

染、设备负荷小、瞬时磁场大、安全、简便等优点，从而在细化金属凝固组织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本文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脉冲磁场作用下 Al-Cu 合金锭的凝固过程进行了研究，获得了铸锭内部的瞬态电磁力和焦耳

热场，以及凝固过程中流场和温度场的演变，并与未加外场的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电磁力和焦耳热主要分布在铸锭

表面附近，它们继承了脉冲磁场的瞬时性和间歇性，且不同位置处的电磁力和焦耳热变化之间存在相差。这种间歇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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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变化的电磁力在熔体侧壁附近引起较大的剪切应力，并在熔体内部导致强制对流，熔体速度以一定振幅剧烈地振荡，熔体

侧壁附近存在较大的剪切应力。在液相阶段和凝固前期，熔体主要通过强制对流散热，铸锭内部温度场均匀；在凝固后期，

对流强度显著下降，同时由于潜热的释放，冷却速率降低，脉冲磁场的影响减弱。由于焦耳热的作用，施加脉冲磁场后的凝

固结束时间略微大于未加外场时的凝固结束时间。 

E04-P05 

准晶磨料对软金属表面摩擦磨损特性研究 

陈永君 1，解志文 1，董闯 2 

1.辽宁科技大学 

2.大连理工大学 

准晶材料因其合适的硬度、低的表面能、低的摩擦系数，明显区别于传统硬质磨料，前期工作发现准晶磨料对铝合金表

面具有高效的机械平整加工能力，可有效避免表面产生严重的划伤，在满足工件表面质量的同时保持工件尺寸精度。本工作

利用 Al62Cu25.5Fe12.5二十面体准晶磨料与金刚石、Al2O3和 SiO2磨料比较，在铝合金、铜合金以及不锈钢等相对软的金属表

面分别进行研磨处理。针对准晶磨料特殊的摩擦磨损机制，首次建立区别传统磨料与准晶磨料摩擦磨损机制的模型。此模型

用表面压痕尺寸变化和表面去除深度的关系来达，定义此参数为“碾磨系数”。碾磨系数越高，说明碾磨作用越占主导地位，

反之，则说明切削作用占主导地位。通过对比铝合金、铜合金和不锈钢表面不同磨料对不同金属的碾磨系数，证实准晶磨料

在不同金属体系中碾磨系数始终保持 高。准晶磨料突出的碾磨特性会导致金属表面产生强烈硬化效应，其处理的不锈钢表

面硬度比传统磨料高 0.25~0.40 GPa，其处理的紫铜表面硬度比传统磨料高 0.12~0.21GPa。 

E04-P06 

深冷处理过程中非晶态合金的原子结构演化研究 

张倪侦 1，王庆 1,2，姜佳丽 1，陆丹玲 1,2，王刚 1 

1.上海大学 材料研究所 微结构中心 

2.香港城市大学，机械与生物医学工程系，先进结构材料研究中心 

前期研究发现，深冷处理会导致非晶态合金晶化并进而显著改变其物理和力学性能，然而其晶化的原子机制尚不清楚。

在本项研究中，本文我们选取具有初始晶化模式的 Cu-Zr-Al 系列非晶合金为模型体系，利用 X 射线衍射分析法（XRD）、

差示扫描量热仪（DSC）、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和三维原子探针（3DAP） 研究了其在液氮温区晶化行为及其动力

学。研究成果揭示了，非晶态合金的在液氮低温区晶化初期的原子结构研究过程及其与合金过冷液相晶化的异同。该项成果

对进一步认识非晶态合金的微观原子结构及不均匀性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04-P07 

AlHfNbTiZr 高熵合金的相稳定性与机械性能 

吴一栋，惠希东 

北京科技大学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难熔高熵合金在高温结构材料领域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然而室温塑性和相稳定性差成为制约其应用的关键因素。本文系统

研究了一系列 Alx(HfNbTiZr)100-x （其中 x = 0，3，5，10 和 12，原子百分比）高熵合金的相稳定性和拉伸性能。经过冷轧 80%并

且在 1273K 退火 0.5h 后，所有合金均形成了单相 BCC 组织。然而在 873K 下时效后，Al 含量高于 7%的合金中析出了一种六方

结构的析出相，经透射电镜鉴定，其晶格常数为 a ~ 8.1287 Å 和 c ~ 5.5070 Å。在单相固溶组织的合金中，屈服强度随着 Al 含量

线性增大。尤其是，Al5(HfNbTiZr)95合金的断裂强度和断后延伸率分别高达 915.2MPa 和 31.5%。从而其强塑积高达 28828 MPa%，

可以比拟具有非常优异拉伸塑性的 FCC 高熵合金。本文的系列合金的强化机理可以归结为固溶强化。原子尺寸差和价电子密度对

于 Al 添加造成的快速固溶强化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本文对合金系位错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E04-P08 

复杂铸件熔模铸造变形控制与全流程数值模拟研究 

汪东红 1,2，疏达 1,2，董安平 1,2，祝国梁 1,2，孙宝德 1,2 

1.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上海市先进高温材料及其精密成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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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温合金大型复杂薄壁铸件尺寸精度与稳定性已成为熔模铸造的难点。一方面，由于“结构效应”存在，复杂薄壁铸

件熔模铸造过程中尺寸变形规律与变形机制不清，是控制铸件变形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经验+试验”的熔模

铸造技术制约了数字化智能化铸造技术发展。因此，结合复杂薄壁铸件尺寸结构特点，数值模拟预测蜡模变形与铸件凝固变

形，探索铸造过程中多源异类误差形成机制，是实现铸件精度控制从经验向定量化发展的关键。 

本研究建立了基于高分子材料流变学和凝固理论为基础的蜡模注射成型数值模拟方法，通过型腔压力曲线监测实验验证

了注蜡成型数值模拟的准确性，优化了铸件蜡模的流道系统。空心支板壁厚尺寸超差是由于注射成型过程中水溶性型芯偏移

所致。建立了合金凝固变形预测模型和蜡模与其相应铸件间的尺寸传递规律模型。在对熔模铸造全过程尺寸变形数值模拟基

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全流程位移场仿真与关键尺寸误差提取的精铸模具型面逆向补偿设计方法，基于铸件位移场与模具型

腔尺寸逆向补偿后， 终特征铸件的尺寸公差达到 CT4 级。 

E04-P09 

Zr 基非晶合金在形变中的相分离 

王拓，惠希东 

北京科技大学 

由于非晶合金没有晶界，不会像晶体材料一样具有位错。因此大多数块体非晶合金往往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塑性。提高非

晶合金的塑性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成分设计，制备出了具有 20%以上压缩塑性的 Zr 基非晶合金。我们通过高分

辨透射电镜观察了铸态以及发生变形后的合金组织。研究发现合金在原始状态是典型的迷宫状组织，而经过变形后的合金在

剪切带的周围出现了密集的非晶纳米球，即合金发生了相分离。这表明变形给合金注入了能量，促进了具有正混合焓元素的

非晶合金在压缩变形中发生相分离。 

E04-P10 

过冷 Co-Sn 共晶合金的共晶-枝晶生长及组织演化规律研究 

吕鑫磊 

西北工业大学 

 （1）以二元 Co76-Sn24 共晶合金体系为基础，在不同的过冷度情况下得到熔体在凝固过程中的晶体生长速度与过冷度

的关系，以及过冷度与组织形貌演变的规律，继而探索 Co-Sn 合金凝固的机理。 

（2）深过冷实验——采用深过冷快速凝固技术使三种不同成分的合金熔体获得大过冷，利用触发形核方式研究不同过

冷下的凝固行为，利用高灵敏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记录凝固过程中温度变化，利用高速摄影技术捕捉再辉过程并通过图像分

析处理获得不同合金的枝晶生长速度；微观组织分析——利用 XRD 进行物相分析，借助扫描电镜（SEM）等研究枝晶组织

形态及演变规律，利用电子背散射衍射（EBSD）、电子探针（EPMA）等研究晶粒位相关系、成分分布等。定性分析不同组

织形态的转变起始条件，非平衡凝固组织随过冷度演化行为及转变机理；理论模型的选择与建立——通过相图热力学原理和

模型获得合金热力学相图计算方程，借助计算机，计算部分合金的相图，结合微观组织分析枝晶生长速度不同的原因以便更

好的控制凝固过程，从而达到优化合金特性的目的。 

（3）通过对 Co-Sn 共晶合金感应熔炼后所得过冷度为 0K~214K 的试样进行金相组织分析，得到过冷度与组织形貌的关

系。利用 i-speed 分析软件，对感应熔炼再辉过程中凝固界面推移与时间变化绘制出过冷度与晶体生长速度的散点图。对若

干个试样进行 EBSD 分析，分析晶粒取向与过冷度的关系。结合过冷熔体中枝晶生长与 LKT 模型及 BCT 等其他模型，进一

步揭示过冷熔体中自由枝晶生长的基本规律。 

（4）研究 Co76-Sn24 共晶合金随过冷度变化的相选择机制和组织演化规律；分析 Co-Sn 合金在不同过冷度的晶粒位相

关系，成分分布的规律；建立理论模型得到一系列参量随过冷度——生长速度变化的关系。 

E04-P11 

过冷 CoCrFeNi 高熵合金的生长动力学及组织演化研究 

张雅婵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高熵合金凝固过程中枝晶生长所需条件、物性参数，相及组织形态形成、转变间的定量关系，对于高熵合金凝固组织的

控制有着理论指导作用，并可在工业生产中通过控制凝固条件、物性参数来获取所需性能的材料，避免了通过不断的重复试

验来获得经验从而得到所需性能材料过程中的浪费，也避免了经验定理的不确定性因素。在枝晶生长理论指导下，通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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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条件，有利于提升高熵合金各项性能，更易于产生实际价值。这也符合了材料研究需以 终得到应用为目的的理念。综

上，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科学指导意义，还蕴含着潜在的工程应用前景。 

E04-P12 

过共晶 Al-Si 合金凝固过程中微观组织演变的模型建立和数值模拟 

侯兆乾，吴冰，宋效坤，仇法文，郑洪亮，田学雷 

山东大学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对初生 Si 和共晶组织生长机理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方法建立了过共晶 Al-Si

合金中初生 Si 和共晶组织的界面捕获规则并且建立了八面体初生 Si 对应二维空间下初生 Si 的生长模型。同时对其组织演变

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了初生 Si 的生长演变过程，探究了冷却速度对初生 Si 形貌的影响，并且耦合了共晶组织再现了

过共晶 Al-Si 合金的微观组织演变过程。 

E04-P13 

电磁制动下方坯连铸结晶器内夹杂物运动轨迹的数值模拟 

华明昊，宋琳，郑洪亮，田学雷 

山东大学 

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通过建立方坯连铸结晶器内磁场、流场和夹杂物运动的耦合模型，研究了电磁搅拌作用对结晶器内

钢液流动和夹杂物运动轨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结晶器内夹杂物运动轨迹与钢液的流动状态相似，都可分为上浮区和下潜

区。加入磁场后结晶器内钢液流场发生变化，进而使夹杂物的空间分布和去除率改变，上浮区增大，夹杂物的去除率增加。 

E04-P14 

高强度 α相钛锆基合金铸造态微观组织与性能研究 

马巍，马明臻，刘日平 

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钛（Ti）及钛合金由于具有高比强度、优异的耐腐蚀性能和低密度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和化学工业等行业；

而与钛同属第 BⅣ 的金属元素锆（Zr）及其合金则具有中子吸收截面积小、抗氧化、耐腐蚀、热膨胀系数等优异的物理化学

性能，主要应用于核工业和醋酸工业中。本研究在单相 α 钛合金 TA7 的基础之上，利用非自耗电弧炉熔炼制备了一系列

TiZrAlSn 合金，研究了不同 Zr 含量对钛锆基合金铸造态结构与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用 10%、20%、30%、40%、50%

（wt%）Zr 替换 TA7 中 Ti 时，相成分未发生明显变化，XRD 检测全部为 α相；DSC 检测显示，随着锆含量的增加，β相转

变点逐渐降低。微观组织方面，原始 β晶界随着 Zr 含量的增加，宽度逐渐减少；而次生 α板条宽度逐渐降低，并且有向针

状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Ti-30Zr-5Al-2.5Sn（wt%）具有 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其抗拉强度可以保持 1000MPa 以上，断

后延伸率在 8%以上。 

E04-P15 

合金元素对锆凝固组织的影响 

张星，刘日平 

燕山大学亚稳态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锆因其较低的热中子吸收截面，在高温高压水和水蒸气中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以及核反应堆内良好耐中子辐照性能而广

泛的应用于核工业。此外，锆具有低的热膨胀系数、耐原子氧侵蚀、生物兼容性良好、无磁等优点，作为结构材料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研究表明，锆合金的成分对合金铸态组织有着显著的影响。铝是一种 α稳定元素，铝的添加导致 α→β相变温

度增加。当锆铝二元合金凝固、冷却时，由于相变点温度升高，原子较易扩散和位移，并且在冷却的过程中 α板条具有更长

的时间生长，从而导致铸态锆铝二元合金 α板条宽度随着铝含量的增加而增加。铍和硼在元素周期表中属于同一周期相邻的

元素，锆铍、锆硼二元合金凝固组织相似。随着铍或硼的添加，锆合金铸态组织原始 β晶粒由等轴晶转变为树枝晶。同时，

由 β相转变而来的 α板条由于锆铍、锆硼化合物相析出限制生长从而导致 α板条的细化。β稳定元素与锆组成的二元合金凝

固组织随着 β稳定元素的含量增加锆合金铸态组织除了与合金元素有关外，还与冷却速率有关。纯锆在较低的冷却速率下凝

固，发生扩散型相变，在原始 β晶界处形成粗大的晶界 α和魏氏体组织。当冷却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由扩散型相变 β→α转

变为位移型马氏体转变 β→α＇，板条宽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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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P16 

新型 TiZrAlB 钛合金的显微组织演化与强韧化机制研究 

刘曙光，马明臻，刘日平 

燕山大学 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新型高强韧 α-TiZrAlB 钛合金中 α/α′板条的形核生长机制以及相组成与显微组织对其力学性能的影响被研究。通过扫描

电镜和透射电镜观察 TiZrAlB 合金在 α、α→(α+β)、(α+β)→β和 β相区末端淬火后的形貌与显微组织，再结合现有的研究得

出新型 α-TiZrAlB 钛合金的 α/α′板条生长主要包含：晶界 α的形核，晶界 α的长大，晶界魏氏体 α的形核和晶界魏氏体 α的

长大四个阶段。其中晶界魏氏体 α 优先于晶界 α 的非稳定表面处和突起处形核，并以板条状形貌向原始 β 相内生长，晶界

魏氏体α的宽度受其形核率的影响，且晶界魏氏体α的生长速率大于晶界α。在原始β相内，由于β→α转变存在(0001)α//{110}β，

<1120>α//<111>β的取向关系，所以易于形成板条 α相的网篮组织。TiZrAlB 合金的力学性能主要受其 α相板条宽度的影响。

随 TiZrAlB 合金中 Zr 含量从 10w.t.%增加到 40w.t.%，其平均板条宽度可从 69.8μm 降低至 17.1µm，细化效果显著。其中，

Ti-40Zr-4Al-0.005B 合金在 β相区热轧及淬水处理后，显微组织为由全 α′相形成的网篮组织，其强度可达 1535MPa，并保有

6%的断后延伸率，研究中讨论到的形核长大机制、相形成机制及强化机制适用于广泛的 Ti-Zr 系钛合金。 

E04-P17 

强磁场下高熵合金凝固过程中的组织演化和性能研究 

王嘉祥，李金山，王军，寇宏超，王毅  

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随着低温超导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实验室条件下就能获得 10T 级甚至更高的无液氦超导强磁体。强磁场是一种非接触

的极端物理场，可作为清洁、无接触、高密度能量作用于物质的原子尺度，明显改变材料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状态，影响材料

中原子和分子的排列，匹配和迁移，引起材料界面形貌，组织细化，织构取向等变化，从而对材料的性能产生影响。高熵合

金是由多种组元以等摩尔比或近等摩尔比组成的新型合金体系，高的混合熵减少了吉布斯自由能有利于形成简单的固溶体结

构，并且高熵合金的组元中包含许多磁性元素。本文研究将强磁场作用于 CoCrFeNi 系高熵合金的凝固过程中，结果发现磁

场能促进新相的产生，并且在磁场作用下组织沿磁场方向取向，进而对材料的力学性能、电学性能和磁学性能产生影响。 

E04-P18 

大温度梯度定向凝固 FeGa 单晶中的亚晶界研究 

王敬民，孟森宽，陈艺骏，蒋成保，徐惠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 

FeGa 合金是一种新型磁致伸缩材料，具有成本低，饱和场低，力学性能好，可加工性好等优点。FeGa 合金的磁致伸缩

性能具有强烈的各向异性，通过定向凝固生长出高度<001>取向的单晶，是获得 优磁致伸缩性能的关键。本文采用 Bridgman

方法生长了高度<001>取向的 FeGa 合金单晶。我们发现单晶中存在较高密度的亚结构。TEM 分析证明，该亚结构是由位错

构成的亚晶界。EBSD 织构分析表明，所有亚晶粒均沿<001>方向择优生长，相邻亚晶粒之间的取向差小于 5°。该单晶的

磁致伸缩性能与无亚晶界单晶相当。亚晶界对磁致伸缩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E04-P19 

MnAl 永磁合金的晶体生长与磁性研究 

贾玉潇，吴煜烨，赵爽，王敬民，焦正赢，蒋成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L10相 MnAl 永磁合金是一种低成本的稀土永磁材料，其理论磁性能高，有望填补稀土永磁体和铁氧体之间的性能空缺。

然而铁磁性 L10相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且其磁性能受组织结构影响巨大，因此深入理解 MnAl 合金的微观组织及其与 L10

相形成条件和磁性能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了 MnAl 永磁合金在改变凝固速率条件下的凝固组织演变，以及凝固组织与 A3→L10相变行为和 L10相磁性能

的内在联系。选取(Mn0.54Al0.46)98C2为合金成分，分别通过光学悬浮区域熔炼炉、Bridgman 定向凝固炉和熔体快淬甩带机制

备了具有多种不同凝固组织的 MnAl 合金，凝固组织随着凝固速率的提高呈现单晶结构→柱状晶组织→树枝晶组织→超细柱

状晶的演变规律，晶粒组织的尺寸可从 103 μm 级逐渐细化至 101 μm 级。在柱状晶区和树枝晶区，一次枝晶臂间距(λ1)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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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长速率(v)分别满足 λ1=232.7*v-0.11和 λ1=731.1*v-0.28，胞枝转变的临界速率约为 v=800 μm/s。随着凝固组织的细化，合金

A3→L10相变的温度逐渐由单晶体中的 577 K 显著降低至超细柱状晶中的 501 K。L10相矫顽力由单晶体中的 0.16 kOe 显著

提升至超细柱状晶中的 1.47 kOe。 

E04-P20 

稳恒磁场对定向凝固 GCr15 轴承钢组织转变和偏析的影响 

侯渊，王江，任忠鸣 

上海大学 

进行了外加稳恒磁场下 GCr15 轴承钢的定向凝固实验，考察了稳恒磁场对试样凝固过程中柱状枝晶向等轴枝晶转变

（columnar to equiaxed transition, CET）和溶质偏析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温度梯度和抽拉速率一定时，随着磁场强度

的增加，试样棒边缘柱状枝晶的生长逐渐地遭到破坏，从而发生不同程度的 CET；当磁场强度和温度梯度一定时，在较低

抽拉速率下，试样的凝固组织发生了完全 CET；在试样发生完全 CET 后，其合金元素分布趋于均匀。结合数值模拟，可将

这些现象归结为稳恒磁场与热电流相互作用产生的热电磁力对枝晶和熔体的作用所致。 

仅发表论文 

E04-PO-01 

石墨形态对铸铁性能的影响 

张煜 1,2，郭二军 1，王丽萍 1，冯义成 1，赵思聪 1，宋美慧 2 

1.哈尔滨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黑龙江省科学院高技术研究院 

采用浇铸法制备铸铁材料。在保证合金化学成分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调控炉前孕育和球化处理工艺，获得石墨形态不同

的铸铁材料，然后进行退火热处理，从而获得基体组织基本一致而石墨形态不同的铸铁材料。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

子显微镜、万能试验机、冲击试验机、动态机械热分析仪等分析测试手段，研究石墨形态对铸铁力学性能和阻尼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材料未发生明显的偏析现象，石墨与铁素体基体结合良好且均匀分布其中。石墨形态对于铸铁材料力学及阻

尼性能均有较大影响。相比于灰铸铁和蠕墨铸铁，球墨铸铁具有更好的力学和阻尼性能。球化率为 1%和 1.5%的球墨铸铁其

抗拉强度分别达到 640Mpa 和 735Mpa，冲击功为 55J 和 71J，指标堪比碳钢。当应变为 0.05%时，球化率为 1.5%的球墨铸

铁内耗 Q-1达到 0.023，存储模量达到 76000Mpa，满足高阻尼合金要求。 

E04-PO-02 

EB 炉铸造 TA2 组织高温变形的原位观察 

许耀平 1，沈厚发 1,2 

1.清华大学 

2.先进成型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电子束冷床炉熔炼（electron beam cold hearth remelting）是一种借助高能电子束对金属进行熔炼及半连续铸造的工艺方

法，主要用于 Ti、Ni 等难熔易氧化金属。在 EB 炉铸造工业纯钛过程中，由于工艺特点和钛导热导率低的特性，铸态组织

的晶粒尺寸达到厘米级别。厘米级别的 β相通过固态相变变成 α相时，在特大晶粒内形成大量层片组织的亚晶界。通过成分

分析，这些亚晶界中富含 Fe 元素。在 400℃和 600℃的实验条件下，通过原位观察高温拉伸实验的方法，观察到 TA2 铸态

组织在受力拉伸过程中呈现出裂纹沿层片组织的亚晶界萌生和扩展的特征。当拉力方向与亚晶界方向垂直时，裂纹更容易产

生，而且扩展速度较快。当亚晶界与拉力方向不垂直时，晶粒在拉伸过程中发生扭转，以使得层片组织的亚晶界方向与拉力

方向相匹配。通过实验结果分析了新型铸造技术 EB 炉铸造中裂纹的形成与扩展规律。 

E04-PO-03 

快凝 Al-Zn-Mg-Cu 合金成分设计与凝固组织调控 

李海超，曹福洋，郭舒，宁志良，刘祖岩，孙剑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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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相图热力学计算方法，设计了一系列高合金化 Al-Zn-Mg-Cu 合金成分，并对快速凝固技术制备的合金凝固组织

及析出相形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表征。结果表明：Zn/Mg 比值是决定 Al-Zn-Mg-Cu 系合金析出相类型的 关键因素。受快

速凝固效应影响，沉积态合金的凝固路径向低 Cu 方向偏移。合金中的第二相由晶内纳米析出相、晶内共晶析出相以及晶界共

晶析出相构成，晶界组织呈现两相分离的离异共晶形态。增加 Mg 元素含量可以增加合金晶内第二相的份数；在高 Mg 含量合

金的凝固过程中，随着 Cu 含量的提高，沉积层中液相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使得合金晶界第二相的尺寸和数量增加。 

E04-PO-04 

横向稳恒磁场下定向凝固过程中宏观偏析的数值模拟研究 

沈喆，郑天祥，钟云波，任维丽，雷作胜，任忠鸣 

上海大学 

近些年，磁场特别是稳恒磁场被广泛的应用于凝固组织的控制。前人研究结果表明，稳恒磁场的施加会使凝固组织中出

现宏观偏析。磁场下的凝固是一个多场耦合作用的复杂过程，其中涉及电场、磁场、相变热力学(相平衡、相界面和溶质再

分配)、传热、传质和对流；且金属凝固都是在高温下进行，不易直接测量和观察，使得实验研究其过程变得较为困难，所

以计算模拟成为研究其过程的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方法。但目前磁场下凝固过程宏观偏析模拟的研究并无确定的商业化软件，

大多数还是靠研究者自行编写代码，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当的材料学、数学和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这种交叉能力的要求

使得不少研究者望而生畏，也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数值模拟方法在凝固应用领域的活跃度。 

    COMSOL Multiphysics 是一款以有限元法为基础，通过求解偏微分方程（单场）或偏微分方程组（多场）来实现真实物

理现象仿真的商业化模拟软件，其优势在于多物理场耦合。而磁场下凝固模拟的难度也正是在于正好其多场耦合作用的复杂

性，因此，本文基于体积平均两相模型，构建了横向稳恒磁场下定向凝固过程中电场、磁场、热场、流场与溶质场等多场耦

合的数学模型，在商业化软件 COMSOL Multiphysics 中实现了对该过程中宏观偏析的模拟。同时，本文还研究了横向稳恒

磁场对 Sn-10wt.% Bi 合金定向凝固组织中宏观偏析的影响规律，并以之对比数值模拟结果，验证了商业化软件数值模拟宏

观偏析的可靠性。该数值模拟研究不仅阐释了横向稳恒磁场作用下定向凝固过程中宏观偏析产生的原因，也为商业化软件模

拟凝固偏析提供了软件及方法的借鉴。 

E04-PO-05 

合金成分对 TC4 钛合金铸造性能的影响 

卜恒勇，李萌蘖 

昆明理工大学 

本文采用 JMatPro 材料性能计算软件，系统研究了 Al、V、Fe 和 C 共 4 种合金元素对 TC4 钛合金铸造性能的影响。利

用正交试验原理设计了 4 因素 3 水平共 81 组试验，通过方差分析、响应优化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手段，确定了与铸造相关两

个目标函数的回归方程。计算结果表明，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和材料性能计算软件相结合的方式，可以用于 TC4 钛合金的成

分优化；另外，降低合金中 V、Fe 和 C 的含量，有利于降低合金在凝固过程中产生热裂和缩孔缩松倾向，改善 TC4 钛合金

的铸造性能。 

E04-PO-06 

球化元素和反球化元素对铁碳合金石墨形核和形态的影响 

杜恒科，田学雷，郑洪亮，于文慧，仇法文，候兆乾，华明昊 

山东大学 

本文采用工业纯铁和高纯石墨熔炼了 Fe-4wt%C 的铁碳合金，并加入球化元素 Y 和反球化元素 Al 研究在凝固过程中对

石墨形核和形态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单一加入球化元素 Y 时当加入量大于 0.10wt%后就有较好的球化效果。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研究了 0.20，0.30，0.50wt%Y 加入量下对石墨形核和形态的改变。其次选择 Y 加入量为 0.30wt%的 Fe-4wt%C 合

金分别加入了 0.10，0.20，030wt%Al 研究反球化元素对石墨形核和形态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Al 可以使球化石墨畸变为

蠕状石墨，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 Al 改变了 Y 的活性。 

E04-PO-07 

热轧态新型 Zr 基合金的拉伸性能 

陈博涵，马明臻，刘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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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 与 Zr 合金具有诸如优异的抗辐照、耐腐蚀性能，中子吸收截面积小，热膨胀系数小等优异的理化性能，在核工业，海洋

船舶，化工，生物医学领域广泛地应用。为拓宽 Zr 合金的应用领域，解决现有 Zr 合金强度偏低的现状，通过合金化手段研究并

制备新型高强度Zr合金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真空非自耗电弧熔炼炉对所设计的一系列ZrCrAl合金进行熔炼，合金中Cr：1.5at%～

2.0at%、Al：3.0at%～12.0at%，少量的 β相稳定元素 Cr 的添加能大幅度提高 Zr 合金的强度，α相稳定元素 Al 的添加对晶粒细化

有促进作用，晶粒的粒度取决于其结晶过程中的形核率与长大速度。冷却速度越大，过冷度越大，结晶后晶粒细化显著。细化晶

粒可以大大提高金属材料的常温力学性能，增加过冷度的方法主要是提高液态金属的冷却速度，通过水冷铜坩埚所制成的合金铸

锭通过 850～900℃的轧制，采用多道次变形， 终变形量达到 70％，水淬后即可制得具有等轴状组织的高强度锆基合金。室温下

拉伸性能测试得出屈服强度：930～1270MPa，抗拉强度：1190～1430MPa，延伸率：6％～13％。 

E04-PO-08 

新型 Zr 合金凝固速度与合金组织及性能的研究 

王飞，马明臻，刘日平 

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锆 (Zr)及 Zr 合金具有比强度高、热中子吸收截面积小、耐腐蚀、抗氧化和耐辐照等优异的理化性能，因而广泛应用于

核工业中。通过对 Zr 合金的进一步研究，科研工作者发现其作为结构材料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鉴于此，以 ZrV 二元合金

为研究对象，通过成分设计、改变不同冷却速度用以优化合金的相组成和显微组织，同时获取优异的力学性能。 

    实验设计一系列不同 V 含量的 ZrV 合金，利用非自耗电弧熔炼设备制备出合金锭，并研究了 V 含量以及不同冷却介质

对材料的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V 在 Zr 基体中是一种 β稳定元素，能够降低 Zr 基体的 α→β相转变温度。合金铸态

样品是由熔炼炉中不同冷却介质进行冷却，使得相成分发生改变。结果表明，在添加 V 元素含量一定的情况下，其合金组

织发生变化，其综合性能有所提高。在冷却介质一定的情况下，添加 V 元素可以大幅提高合金元素的强度。随着 V 含量的

增加，合金的强度逐步增加，塑性逐渐降低。当添加的 V 含量为 5wt.%时，合金具有 高的强度。当 V 含量为 3.5wt.%时，

合金具有 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其抗拉强度为 800MPa，并且具有 14%的断后延伸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