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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采用 '("%%% ) 射线仪对 *+&,-$. 合金的铸造工艺进行了研究 ! 通过逐级放大倍率法对 *+&,-$. 合金铸

件的内部进行微观检测") 射线断层成像图片表明%铸件内部大部分区域呈现灰色"该灰色部位代表着铸件致密的结
构"证明浇注工艺及型壳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同时"还观察到铸件内部存在气孔&缩孔和熔接痕缺陷 ! 经分析认为%浇注
温度&型壳预热温度偏低是导致产生气孔&缩孔缺陷的主要原因"而熔接痕缺陷则与浇注系统设计的不合理相关 !
关键词!微米级 /) 射线断层检测#断层成像照片#图像增强器#铸件
中图分类号!*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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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不断开发和应用在各个领域 ! 如工业&考古学&生命科学或地质学 '!(! 在工业领域"

尤其在无损检测方面应用得特别普遍!航天用 *+,- 合金管接头主要采用铸造技术成型 ! 由于 *+,- 铸件特有
的超硬性能"常规机械加工方法很难对 *+,- 合金管接头进行加工"且加工成本高 ! 为了降低 *+,- 合金管接
头的制造成本和加工成本"目前"制备 *+,- 合金管接头的方法主要采用精密铸造技术 '"("即熔模铸造法"具
体工艺如下%分别将构件不同部位精铸出"采用蜡模组装工艺拼接成型 ! 然而"熔模铸造工艺制备的铸件具
有晶粒组织粗大&强度较低&凝固收缩大和凝固组织缩孔的缺点 ! 这引起 *+,- 合金管接头强度下降"甚至导
致该零部件因不能满足航天要求而成为废品! 为了筛选出不合格的 *+,- 合金管接头并寻找产生缺陷部位
的原因"需要对 *+,- 合金管接头内部进行检测 ! 采用微米级 ) 射线仪对 *+,- 合金管接头内部结构进行检
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零件内部的微观构造"而且可以保持零件的完整性 !
本研究采用微米级 ) 射线仪对 *+,- 合金管接头内部结构进行观察"根据检测结果并结合 *+,- 合金管
接头的铸造工艺对铸件内部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

+

#$%&
样品为铸造件"浇注系统由浇口&内浇道组成"以 " 个铸件为一组进行浇注"如图 ! 所示 ! 实验流程如

下%!将石蜡加热熔化"随后将蜡液浇入带有浇口铝制模具中"待石蜡凝固后"取出石蜡并将蜡模与内浇道
的蜡模和浇口的蜡模用粘结蜡粘连在一起 ! 以粘接的蜡模为型芯"将耐火砂均匀撒在蜡模四周"包裹住组
装 的蜡模 ! 选用锆溶 胶和硅 溶胶作 为粘结剂 "将耐火 砂定型 !" 通过加 热将蜡 模熔融 干净 "并 升 高 温 度 至

! 1%% 2 " 通过高温烧结耐火沙模型" 冷却后即制备出 *+,- 合金管接头的型壳 ! 实验所用的 *+,- 合金为
*+&,-$. 合金"其成分组成如表 ! 所示 !由于 *+,- 合金管接头铸件尺寸较小"*+&,-$. 合金铸锭在马弗炉熔
炼"熔炼的 *+&,-$. 合金铸锭为 !&% 3"选用 !%% 4-56%% 4- 的刚玉坩埚盛装 *+,- 合金熔液"熔炼过程参见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广西工学院博士基金)院科博 %76%# $#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8)9:;,%!<%66 $资助 !
作者简介!楼江燕"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车辆工程"=/4>+-%-?@A+>B3CD"!EB!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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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铸系统

当 "#$%&'( 合金熔融后!用火钳夹持出刚玉坩埚!快速倾倒入型壳模型内!使 "#)%&'( 熔液迅速流入
型壳中!即完成了铸件的制备 " 铸件尺寸为 *++ ,,-.+ ,, !厚度为 *+ ,," 设计熔模铸造浇注系统时!考虑
了 "#)%&/( 合金金属液平稳充型等因素以及除渣"补缩的效果"

!

"#$%& !"#$%&'

0 射线穿过不同的物体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衰减!通过利用胶片"摄像机等图像采集设备获取衰减后的
0 射线能量!可以形成 0 射线图像 "0 射线无损检测是利用 0 射线具有透视的性能!通过对监视器形成的
0 射线图像进行内部结构分析! 从而判断工件内部性能的一种方法 "0 射线无损检测方法已经应用于很多
领域 " 这些技术方法包括单能 0 射线技术"多视角 0 射线技
马弗炉
术"散射技术和计算机断层 1" 技术等 " 国外采用的技术已经
从单能技术发展到计算机断层 1" 技术 #23)$ " 456+++ 0 射线
仪在检测系统上采用高频 0 射线高压系统和控制系统!其输
出能量高!射线分均匀布!从而提高了图像对比度!改善了图
像成像质量%分辨 率达到 )7 &8 9 :, &线对数 9 厘米'的中 心分
辨率! 完全满足对铸件内部微小缺陷的识别要求 "456+++ 0
射线仪检测时!发出的 0 射线穿透零件后!衰减的信号由西
门 子 0 射 线 图 像 增 强 器 捕 获 %456+++ 0 射 线 仪 配 备 了 *+

图!

()*+,-. 合金铸锭的熔炼

字节图像采集卡! 可以根据采集的信号重现图像的 内被组
织!就图像链总成而言&图像增强器 ! 镜头 ! 微型显微摄像机'!图像失真度的变化值在 2;#<= 之间!完全
满足本研究需要"
实际检测中!"#%& 合金管接头铸件放置在一个测微操纵台上!由两个可机动的移动平台定位 " 为了实
现对样品 >?@?! 装配定位!测微操纵台配置了两个移动和一个转动轴"图像采集"三维图形重建和重建模型
的可视化由双核 1A5 &6 BC@!7 BD'处理器完成!这提高了芯片之间的通讯速度!降低 了处理器 之间的 延
迟 " 图 . 为 456+++ 0 射线仪工作照片!操作者与 456+++ 0 射线仪在同一房间 " 尽管在 456+++ 0 射线仪
装备上设计了保护铅门!将操作者与 0 射线隔离 " 然而!铅门仅起到衰弱高强度的 0 射线作用!0 射线依然
能穿透铅门并对操作者造成伤害!该 456+++ 0 射线仪布局有待进一步改进 "
图 ' 为 "#%& 合金管接头铸件三维成像图片!该 "#%& 合金管接头铸件三维成像图片需要进行 .)+#<6+
次扫描投射!获得的信息基于改进的 EF&GHI,8 算法迭代处理后!才可以在显示屏上重现 " 重建 "#%& 合金管
接头铸件&*++ ,, J 2+ ,, J *+ ,, '的 2$ 模型仅需要 K %&'!模型光学分辨率小于 *+ "," 因为!"#%& 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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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接头铸件内部组织在 ! 光照片会出现叠影!这导致不能准确地判断缺陷部位!而该三维成像可以调整不
同的角度对 "#$% 合金管接头铸件进行观察!这就很好地解决了"重叠#问题!因而能结合制备工艺!对"缺
陷$性质进行分析 %&&!

# 光成像
显示屏

检测平台

铅门

图!

工作的 ()*+++ ' 射线仪
图"

!

#$%& 合金铸件 ' 检测三维成像

!"#$%
采用不同等级的倍率对 "#$% 合金管接头铸件内部进行观测!可以尽可能获得更多关于 "#$% 合金铸件

内部结构的信息 ! 通过逐渐减少 "#$% 合金管接头铸件与 ! 射线管焦点'探测器(之间的距离!可以改变对

"#$% 合金管接头铸件内部观察的放大倍率 ! 图 ' 为低放大倍率'()(的 "#$% 合金管接头铸件 ! 光图片 ! 观察
图 ' 发现)色调阴暗的部位在 "#$% 合金管接头铸件的 ! 光照片中占了极大比例*一些+亮斑$稀疏地分布
在 "#$% 合金管接头铸件的中间部位 !对 ! 射线而言!密度越大的物质!! 射线越难穿透!! 射线衰减的程度
就越大!穿过物体后的 ! 射线信号就越弱!因而图像增强器捕获到的信号就越差!图像色调就偏暗*而对于
密度越小的物质!! 射线越容易穿透!! 射线衰减的程度就越小!穿过物体后的 ! 射线信号相对而言就强!
图像增强器捕获到的信号就越强!图像色调就明亮 ! 根据这一原则!可知 ! 光照片中色调阴暗的部位表明)
! 射线穿透后衰减很大!说明这些部位密度很高!密度高的原因是由于 "#$% 合金原子排列致密造成的 ! 明
亮色调的部位则表明)! 射线穿透后衰减很小甚至没有衰减!说明这些部位密度很小!密度小的原因说明
这些部位可能存在气泡,缩孔,疏松等缺陷 ! 在铸件的底部依稀地观察到 " 个光斑的图形!这是铸造工艺的
缺陷造成的气泡,缩孔 ! 由于铸造工艺影响了铸件充型过程中金属液的流动状态以及排气的通畅*因此!在
铸件的底部光斑图形可能是气泡不能及时排出滞留在铸件内部而形成的缺陷! 一般来说这些气泡的尺寸
都较大!可达到毫米级 ! 为了对该+光斑#定性!需要将放大倍率提高到 ('* 倍!从而能更仔细地观察铸件的
内部微观结构 ! 在该倍率下!拍摄到的铸件内部微观图片见图 +! 铸件的底部 " 个光斑在高倍率下获得了清
晰成像!对比铸件其它部位的色调!可以断定)这 " 个光斑是+气泡#缺陷 ! 这些+气泡#形状扁! 周围组织致
密* ! 射线穿过后!能量损失较小!因而需要高倍率才能清晰地观察 ! 在高倍率下还观察到)在 "#$% 合金管
接头铸件中间部位也存在着一些稀疏的+亮点#!其形状不规则!基本分布在铸件的中间部位!这些+亮点#

熔接痕
缩孔
气孔

图.

#$%& 合金铸件低

放大倍率!-! "图像

图/

#$%& 合金铸件低

放大倍率!-.+ "图像

图,

#$%& 合金铸件高放大倍率!-.+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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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符合疏松缺陷的特征 "在 !"#$ 合金熔液浇铸过程中!!"#$ 合金管接头铸件的"中心部位#与"边缘部位$
的充型时间存在差异!而 !"#$ 合金凝固过程中!%中心部位$与"边缘部位$的冷却速度不相等!"边缘部位$
的冷却速度高于"中心部位$的冷却速度!这样两者的凝固时间不相等 " 凝固速度慢的"中心部位$不能得到
及时的补缩导致了疏松缺陷的产生"
将铸件旋转 %&'(!并采用)*' 倍的放大倍率!观察铸件另一侧的内部微观形貌 " 图 + 为放大倍率下拍摄
得到的 !"#$ 合金管接头铸件另一侧高清晰的层析图像 " 从图 + 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在 !"#$ 合金铸件的
边缘处!也存在气孔缺陷 " 边缘处的气孔缺陷表明在这些部位!气泡的排出也受到了阻碍 "!"#$ 合金铸件熔
液在充型时!!"#$ 合金熔液接触温度较低的型壳!熔液温度随之下降!并首先凝固 " 型壳处的 !"#$ 合金熔液
温度的降低导致 !"#$ 合金熔液在模具中流动性下降!从而阻碍了 !"#$ 合金熔液的流动 " 这使得 !"#$ 合金
熔液中吸附在型壳内壁的气泡!不能及时排出 " 从图 + 中看!产生的气泡数量较少!仅 , 个!说明型壳的温
度与 !"#$ 合金熔液的温度相差不大'因此!可以采用提高 !"#$ 合金熔液温度及型壳的预热温度的办法来
克服边缘部位的气泡缺陷 " 同时!在高倍率的图 + 中!还清楚观察到 !"#$ 管接头合金铸件也存在缩孔缺陷 "

!"#$ 合金熔液的流动性与浇注温度(型壳预热温度有关 " 浇注温度(型壳预热温度越高!!"#$ 合金熔液的流
动性就越好!型腔就越容易充填'反之!!"#$ 合金熔液的流动性差!型腔不易于充填!导致铸件出现缩孔等
缺陷"!"#$ 合金管接头铸件的浇注温度是 % +'' -!型壳预热处理后!温度为 % .'' -"型腔充型时!!"#$ 合金
熔液在重力作用下流入铸件型壳的侧边!并由侧边流向型腔底部!随着型腔底部流入的 !"#$ 合金熔液增
多!!"#$ 合金熔液从型腔底部向上逐渐充填满型腔 " 由于薄壁件 !"#$ 合金铸件的冷速快!导致 !"#$ 合金铸
件收缩增大!铸件边缘部位凝固时对该部位熔液有抽吸作用!增大了该部位凝固收缩!而冒口处的 !"#$ 合
金熔液不能及时弥补凝固收缩!因而引发了缩松缺陷 "缩孔缺陷可以通过对优化浇注系统设计得到解决 " 优
化浇注系统可以使铸件在凝固阶段有足够的 !"#$ 合金熔液补充!满足该处液态收缩和凝固收缩的需要 " 具
体做法&在浇注系统中设置热冒口!且保持冒口温度高于最后凝固部位的温度 " 仔细观察高倍率的 !"#$ 合
金铸件 / 光图片)图 +*!可以发现&!"#$ 合金铸件内部存在熔接痕的缺陷 "该熔接痕缺陷产生的原因与浇注
系统设计不合理有关 " 浇注系统设计不合理导致 !"#$ 合金在充填型腔时产生紊流现象!从而影响 !"#$ 合
金熔液的充型流动 "!"#$ 合金熔液浇注到模具后!一部分熔液流入了型腔内部!另外一部分熔液滞留在浇
道处'当熔液从型腔内部溢出与浇道处的熔液汇合时!由于两者的温度存在较大差异!熔料在浇道与型腔
的界面处不能完全熔合!彼此不能熔接为一体!从而形成了熔合痕缺陷!该熔接痕缺陷影响了 !"#$ 合金铸
件的力学性能"熔接痕缺陷也可以通过提高浇注温度!改进浇注系统得以解决 +&,"

!

!"
本研究采用 01.''' / 射线仪通过逐渐增加放大倍率的方式!对 !"2#$34 合金管接头铸件内部进行了

研究!发现 !"2#$34 合金管接头铸件内部存在气孔(缩孔和熔接痕缺陷" 结合 !"2#$34 合金管接头铸件制备
工艺!对产生的缺陷分析!认为 !"2#$34 合金熔液浇注温度(型壳预热温度偏低是导致出现气孔(缩孔缺陷
的主要原因'而浇注系统设计不合理引起了 !"2#$34 合金熔液紊流!同时 !"2#$34 合金熔液在浇道处存在
凝固速度差异!导致熔接痕缺陷的产生 " 必须要指出的是!采用 01.''' / 射线仪对 !"#$ 合金铸件内部的
观察并没有对铸件本身产生物理性的破坏'因此!/ 光无损检测有着极广阔的推广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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