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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
张鲁川

（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并且鼓励各行各业引进节能环保性材料，改善环境污染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很多行业在不断升级转型中将重心放在了节能新技术的研发方面，工业生产制造行业对于

金属材料的需求量较大，而这一部分材料又需要进行相应的热处理，如果依然沿用传统的技术极易造成工业生产

制造业对于环境的污染较大，难以满足新时期背景下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需求。所以对于工业生产制造业而言，

如何更好地应用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成了关键。本文通过对新时期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具体应用进

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探讨新时期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应用面临的困境，并且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　新时期　金属材料　热处理　节能新技术

中图分类号：TG1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2）07-0007-03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推动了工业制造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国家加大了对环境保护

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给予工业制造业在技术方

面的改进建议，希望通过此方法能够使技术人员意识

到制造业发展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遵循自然法

则。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金属材料热处理技术是极

其常用的技术之一，在具体使用环节会涉及加热，因

此对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同时能源消耗较大，所

以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应用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

技术，成了技术工作人员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基于此，

本文通过对新时期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的具体

应用及应用时的困境进行了分析，给予了切实可行的

建议，仅供参考与借鉴。

1 新时期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的具体

应用

1.1 真空热处理技术

此技术的应用往往处于真空环境之下，金属材料

零部件通过热处理工艺的使用，基于低压渗碳金属材

料，完成表面处理工作，在将表面处理结束以后给予

材料高压气淬。真空热处理技术多使用于一些金属热

处理技术比较成熟的环境中，一方面可以降低能源的

消耗，另一方面使能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进而实现

高效节能目标。所以从当前技术发展实际情况来看，

此技术要想更好的应用，难度较大，虽然无法实现完

全处于真空状态下，但是当环境低于 10Pa时依然可以

为热处理节能技术的应用创造较好的条件，收获最佳

的处理效果。当所处环境低于 10Pa时，可使用表面处

理工艺，不仅不会影响到金属性能的发挥，而且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金属变形、表面气孔出现的概率，

确保金属性能的发挥。在实际应用时，此技术在金属

材料热处理中的效果依然不错。

1.2 激光热处理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各行各业前进

的步伐，在新时期，激光技术顺应时代发展应运而生，

并且被广泛地应用于金属材料热处理领域。此技术主

要运用的是激光本身高能量高密度优势，在金属材料

表面使用激光照射，确保金属材料表面能量达到 100-

100000kW/cm2。也正是由于激光本身高能量高密度特

点进而使得金属材料表面的能量逐渐升高。

除此之外，激光穿透力很强，可以将金属材料快

速溶解，使金属材料表面性能发生变化，激光温度降

低以后，也可以使金属材料表面呈现奥氏体化，经过

冷却处理以后，可以将金属材料表面硬度提高。通过

激光热处理技术的高效应用可实现较快速度的升温与

降温，改变了传统技术中金属材料淬火、预热工序，

进而达到了节能降耗的目的。此技术的应用除了可以

使后续机械加工工序缩短以外，还具有环保功能，所

以也是当前在金属材料热处理过程中使用较为广泛的

节能型新技术 [1]。

1.3 化学热处理薄层渗透技术

不同的技术有着不同的使用效果，虽然都能够达

到节能目标，但是同样也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而化

学热处理薄层渗透技术也是当前在金属材料热处理工

艺中极其常用的。此技术既能够保护金属材料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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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同时又可以实现较好的节能效果。传统热处理

工艺操作时，金属材料表面会存有大量化学物质，这

都会影响到材料的性能，但化学热处理薄层渗透技术

优化了传统技术缺陷，主要运用的是化学处理法对金

属表面处理，在将材料表面涂层厚度减少的同时，缓

解表层化学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此技术需要投入的时

间成本较低，节省了工艺操作步骤，降低了电能的消

耗，同时也不会产生大量化学污染物，为金属材料热

处理节能新技术更好的应用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节能技术质量、效率大幅度提高，具备了收益高、成

本低优势，也是当前金属材料表面热处理节能技术中

比较实用的方法之一。

1.4 振动时效处理技术

此技术应用的原理在于对金属的保护。在加工金

属材料过程中，极易在残余应力影响下，造成材料出

现严重变形及开裂，很多材料在处理后无法使用，需

要重新进行热处理操作，费时费力又费功，同时还会

导致大量能源的消耗。应用振动时效处理技术可导出

金属内残余应力，确保金属保持正常形状及质量。与

传统低温加热技术相比较，此技术用时短、效果好、

无需投入太多成本，除此之外还能够使能源消耗降低，

保证金属材料表面在经过热处理以后依然有较好的性能。

1.5 热处理 CAD技术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

术是科技发展的助推力。在金属材料热处理过程中，

计算机技术发挥的作用也较为突出。其中热处理 CAD

技术是基于计算机，融合了热处理技术优势，热处理

操作前会通过计算机分析，经系统深入研究以后进入

到实操中，换言之，也就是由计算机提前进行了演练，

减少实操中不必要的浪费，达到节能目的。此技术除

了具备喷淋、喷雾功能以外，也能够完成淬火工艺的

操作，促进了热处理技术持续发展。热处理 CAD技术

在节能新技术发展进程中也是极其关键的方法之一，

不仅可以对热处理问题系统化的演练，而且演练时不

会有污染物的产生以及资源的浪费，所以也是经过我

国认证的绿色型技术之一，为节能热处理技术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2 新时期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应用面

临的困境

2.1 工艺落后、设备破旧

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我国工业生产初具规模，

而且在 GDP中占比日益增长，在此过程中，金属材料

热处理技术也实现了质的飞跃，虽然我国在此方面也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依然和国际先进技术存在较大

的差距。我国金属材料热处理装备都是一些落后的零

件，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极易发生问题，同时和当

前节能设备比较，不仅能源消耗较大，而且与国家行

业标准不相符。特别是有些金属制造商，生产设备滞后，

企业出于成本降低考虑，在金属处理设备选择上以淘

汰品为主，不但导致较大的污染，浪费了较多的资源，

而且产品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破旧的设备极易出现故

障，性能不稳定，维修时间较长，同时耗电量较大。

一些规模较小的生产商，工艺水平不达标，污染源较多，

进而破坏了环境 [3]。

2.2 能耗较大且利用率低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在工业上的能源损耗是庞大

的。而金属材料热处理在工业资源损耗中所占的比重

是相对大的，它的存在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

拉大，也使得我国资源更为紧张，因此节约能源则成

了金属材料热处理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是

在这一点上我国在短时间内依然很难实现，能源消耗

较大，利用率较低，主要是因为新技术新工艺引进速

度较慢，旧设备难以实现较快更新，进而无法较好地

解决金属材料热处理技术问题，能源浪费、利用率低

现象普遍存在。

2.3 生产废料过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金属材料进行热处理以后极易有较多的废弃物产

生。废水、废渣等污染物的产生，设备噪声较大，这

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生态环境污染。若废弃物排放

得不到有效控制，污染将会更加严重。特别是废水中

污染物非常多，例如 SS、氯化钡、亚硝酸盐等，这些

都是非常常见的污染源，对于环境的破坏是较大的。

而废气同样也是众多污染物的一种，金属材料热处理

以后产生的废气、废水对于环境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

若金属材料生产厂家在城市附近，那么也会对居民身

体健康带来影响。工作在一线的员工长时间处于恶劣

工作环境下，职业疾病发生概率也是非常大的。由此

可见，金属材料热处理对于人类生存造成了较大的威

胁，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2.4 技术创新型人才匮乏、专业操作人员欠缺

当前金属材料市场发展前景较好，生产商也越来

越多，但专业技能型人才却非常稀缺。虽然很多高校

也增设了金属材料热处理相关的课程，但设置时间并

不长，在实践应用方面缺乏丰富的经验，教学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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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浅显，深度明显不足，进而导致培养的人才难

以满足金属材料热处理行业发展需求。除此之外，部

分金属材料制造商对利益看得太重，为了压缩成本，

很少组织技术人员参加各种培训，技术人员掌握的依

然是传统热处理技能，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最新的热

处理理论、技能，不管是在新设备操作方面，还是工

艺创新方面，都很难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造成即使

新技术引进了，熟练操作新设备的人很少，依然无法

达到节能降耗的目标。

3 新时期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应用建议

3.1 适当增加节能新技术投资成本

工业生产中，热处理加工、技术开发、应用都要

有足够的资金给予支撑，若投资成本太低，会对热处

理节能新技术研发、应用带来影响。所以企业要加大

投资力度：

第一，企业、环保部门加大推广力度，借助互联网、

电视、广告等多平台宣传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

第二，加大节能新技术研发成本的投入，相关部

门要给予企业技术研发支持，如果企业在节能新技术

方面有了较大突破，政府部门要进行奖励与鼓励，从

财政方面扶持，激励各行各业参与到节能降耗、保护

环境行列中来。

3.2 合理挑选有效技术

大多数企业在金属材料热处理加工过程中，往往

会选择效果明显的技术，但是并不是效果好的技术就

是最适合的，每一个热处理技术都具备其优点与缺点，

若使用的热处理技术和材料性能不相符，同样也会出

现问题。所以，热处理加工前，要结合材料性能选择

最适合的技术，处理前测试材料与技术匹配度，并将

产量性能、质量明确，这样才能减少由于质量问题而

导致重复加工概率，实现节能高效目标。

3.3 调整以往所用材料

当前我国很多热处理加工厂，多应用常规材料，

但是此类型的材料隔热、导热等性能差，热处理加工

过程中要使用电力、能源，但若热处理时选择的材料

性能较高，便可缩短加工时间，例如陶瓷纤维就是非

常节能的材料，既省时，又省工。除此之外，金属材

料热处理加工时，要将回流装置安装好，保证热处理

过程中生成的气体能够在燃烧炉中循环，此时即使热

处理温度有了大幅度的升高，也不会出现较多的能源

损耗，这样同样也能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达

到节能的目的 [4]。

3.4 制定科学的工艺加工流程

在工业制造加工及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工艺划

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材料加工成粗产品，此

环节是粗加工，第二个环节是产品粗加工精细化。加

工零件前，要对加工需求进行充分考量，进而对工作

流程进行合理制定，为后期金属材料热处理工作奠定

良好的基础。在加工时要严格遵循流程及程序，热处

理时会涉及铣削零件，选择刀具时要依据具体的处理

情况，一般情况下先小刀，后大刀，此环节要采用编

程系统对不同情况进行深入分析，进而选择最适合的

刀具。零件加工主要使用的是数控机床，要结合要求

制作零件质量、形状，此过程要将不同类型刀具配合

使用。在具体的编程过程中，要全面考虑切割精度可

能对零件表面造成的影响，进而选取最佳的切入、切

出方法，将零件表面特性提高。

4 结语

在我国社会及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工业作为第

二产业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金属材料热

处理是工业行业的关键环节，如果将此环节工作做好，

不仅可以实现材料质量的提升，而且可以确保产品的

性能，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换

代，传统热处理技术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生产需求。所

以引进节能新技术，是新时期金属材料热处理行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真空、激光、化学、CAD等节能

新技术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不同技术有其各自的优点，

这就需要在具体应用时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宜的

技术，保证新技术节能、环保效能发挥到最大 [5]。

参考文献：
[1]　张程程 .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及应用 [J].中
国金属通报 ,2021(08):93-94.
[2]　蒋超友 .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的运用研究
[J].中国金属通报 ,2020(02):67-68.
[3]　王洁梅 .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的研究 [J].中
国金属通报 ,2019(01):12-13.
[4]　王双宝 .关于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的运用
[J].内燃机与配件 ,2018(22):224-225.
[5]　冷廷梅 .金属材料热处理节能新技术与实施要点分
析 [J].智库时代 ,2018(24):250,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