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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等静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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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热等静压 (HIP) 技术已经成功用于提高材料性能和确
保铸造和粉末冶金行业的组件质量。如今，HIP 还是一项成熟的
技术，可以促进航空航天、医用植入、能源和汽车等要求苛刻的
行业实现金属增材制造。

对于所有金属增材制造技术来说，在打印状态下，都会有在打印过程中形成
的内部缺陷，这通常是由于逐层加工性质所致。这些缺陷，例如层间未熔合、
来自原料的气孔以及残余烧结孔隙，将会成为材料中的应力集中和裂纹源 
对材料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用于金属增材制造的成熟工艺 
HIP 工艺的典型压力范围为 40 至 207 MPa (5,800 至 30,000 psi)，温度高
达 2,000°C (3,632°F)，可以消除内部缺陷并实现 100% 的材料理论密度。缺
陷消除和致密化可提高材料的疲劳性能、延展性、断裂韧性和蠕变特性，同时
还可降低性能离散性。

改善的疲劳性能 
实践证明，通过 HIP 消除金属 AM 的缺陷可以显著提高材料的疲劳性能。 
可通过 HIP 实现高达 100 倍的疲劳寿命。

通过 HIP 提高的 PBF Ti-6Al-4V 疲劳性能

使用 HIP AM 组件的原因：

约 100% 的理论密度
»  改善的疲劳性能
»  更高的延展性
» 改善的蠕变特性
»  更低的特性分散

最终好处：
» 更可预测的性能
» 更低的废品率
» 改善的质量
» 可以更快打印
» 精益生产

HIP 的常见应用包括： 
» 铸件、增材制造部件和 
 烧结部件的缺陷消除
» 金属粉末固结
» 扩散连接

实践证明，HIP 对于金属 AM  
技术是有效的：
»  粉末床熔融 (PBF)
»  粘合剂喷射
»  直接能量沉积 (DED)
»  薄板层压

支持
增材制造

使用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进行分
析的粉末床熔融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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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 和热处理
集成的 HIP 和热处理

Quintus 现代紧凑式 HIP 系统配备均匀快速冷却 (URC®) 和
可选的均匀快速淬火 (URQ®) 炉，可实现高达 4,500°C/min 
(8,100°F/min) 的高冷却速率。使用此技术可以缩短周期时间并 
提高生产效率,而且也可以向 HIP 工艺中融入更多后处理步骤。

高冷却速率允许将传统热处理步骤集成到 HIP 周期中。这些步骤包括固溶退
火、均质化、淬火、时效、回火、应力消除等。

强制对流冷却的 URC® 和 URQ® HIP 炉可以减少 AM 部件后处理的工艺步
骤数。这可以缩短组件的总周期时间、生产周期，降低能耗并最大限度地减少
高温保温时间。进行 HPHT 时缩短高温保温总时间将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处理
过程中材料内的晶粒生长，这往往是希望得到的效果。

后处理的重要性 
增材制造可以在复杂设计和几何形状中实现极大的灵活性。不过，金属 AM 
组件的后处理在针对预期应用改善材料特性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HIP 工艺可解决残余应力、内部孔隙、异质和各向异性微观组织等问题。因
此，在航空航天和医用植入等要求苛刻的行业中，HIP 既是要求，也是实现所
需材料性能的必要条件。将多个后处理步骤集成到 HIP 工艺中可以获得优化
的材料特性，实现高质量、省时并且经济高效的生产。

3D 打印的涡轮叶片通常
需要 HIP

在 HIP 料框中堆叠 3D 打
印的涡轮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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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tus HIP 系统的功能并不仅限于 HIP。
可以将许多其他后处理步骤集成到 HIP 周
期中：
»  应力消除
»  HIP
»  固溶退火
»  淬火
»  时效

将多个后处理步骤集成到 HIP 周期具有多
个好处：
»  缩短总周期时间
»  缩短生产周期
»  缩短组件高温保温时间
»  降低能耗
»  减少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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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代 HIP 系统时的集成后处理路线

HIP + 固溶处理和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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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 AM 的典型传统后处理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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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tus Technologies 是高压技术领域全球领导者

公司设计、制造、安装和维护支持三个主要领域的高压系统：先进
材料的致密化、钣金成型和超高压加工，其中超高压加工致力于
提升食品和和饮料的创新、安全和货架期。

Quintus 已向能源、医疗植入物、航天、航空航天、汽车和食品加工
客户交付了超过1900套系统。公司总部位于瑞典韦斯特罗斯，业
务遍及全球 45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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