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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技术原理和主要特点

• 技术原理：不同于热酸、硫印、冷酸等传统低倍检验，依据电化学原理，

枝晶检验腐蚀剂喷洒后，极短的时间内会发生准确的多级微电池腐蚀。结

果显示出树枝晶晶轴与晶界的差别、轴晶粒与晶界及缺陷与基体之间的差

别，因而清晰地表征出试样的缺陷和凝固组织。

• 主要特点

➢过程极短—10S；

➢清晰表征缺陷--裂纹、偏析、缩孔等；

➢清晰表征凝固组织--枝晶类型(等轴晶、柱状晶等)、各类枝晶占比、

枝晶的细化程度晶二次晶间距等；

--通过常规的低倍检验手段，短时间表征出当今品种开发、质量控制
所必要的冶金信息。



2. 缺陷、枝晶和残余枝晶同步检验案例
案例一 20G圆坯（Φ270MM）



案例二 某军用特种钢钢材

a. 残留铸态组织(包括交叉树枝晶和柱状晶)

b. 微小裂纹(10x) c. 微小缩孔(10x)

d. 疑似缩孔(5x)



案例三 成品重轨(65KG/M3)

a. 轨头偏析点集中(2x)

b. 轨腰偏析线集中(1.5x)

c. 轨底偏析点集中(2x)



选取横截面五分之一

选取纵截面五分之一

案例四 成品厚壁无缝管(P92、Φ600MM)



案例五 成品厚板(MM)

(通过以上五个案例)可验证：能够清晰地表征各类缺陷、清晰地
表征铸态和残余铸态凝固组织 (种类、分布、细化程度…)

a

b



3.对品种开发、质量控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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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析、等轴晶率、交叉树枝晶率、结晶组织分布的
合理性、柱状晶细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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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指导(280×380MM)铸坯电磁搅拌参数调整



案例二 调整N80圆坯等轴晶区域中心

按照YB/T 4340-2013《连铸钢方坯低倍枝晶组

织缺陷评级图》标准评级，中心疏松(0.5级)、中心

偏析(0.5级)、缩孔(0.5级)和中间裂纹(0.5级)，缺

陷较轻，无气泡和夹杂缺陷，铸坯质量较好。

但作为无缝钢管用钢φ200mm圆形连铸坯，等轴

晶率26%有些偏低，应该再提高一些。较为严重的方

面是：等轴晶区下沉20mm，向左偏斜28mm。穿管时

在圆坯几何中心，不在等轴晶区中心，导致穿管变

形区达到柱状晶区。因为柱状晶区有微观偏析存在，

发生不均匀变形，产生各向异性，易造成钢管内折

表面缺陷。



案例三 柱状晶“搭桥”

北科大委托检测—取向硅钢（厚度230mm）

a

b



  GJB931A-2005 附录A 残余枝晶样图

Φ90mm 锻棒方偏

Φ200mm 锻棒点偏GH4720Li合金 Φ100mm 锻棒沿晶裂纹

GB/T14999.2-2012 图样

案例四 建立质量控制企标



方式改变：枝晶检验—选择切割—对比力学检验

3# 试样2# 试样1# 试样



试样号 区域号 低倍特征 检测项
Rm

(N/mm)

Rp0.1

(N/mm)
A(%) Z(%) 试验温度℃ 缺口深度

2mm,KV2J

1#
1-4 交叉树枝晶 室温拉伸 1160 1060 16.5 54 20

1-5 交叉树枝晶 室温冲击 20 53.7

1-6 交叉树枝晶 室温冲击 20 55.9

2#

2-5 交叉树枝晶
2-8 等轴晶 室温拉伸 1145 1019 13.5 51

2-9 等轴晶 室温冲击 20 60.6

2-10 等轴晶 室温冲击 20 70.3

2-11 交叉树枝晶 室温拉伸 1164 1051 17.5 56

2-12 交叉树枝晶 室温冲击 20 63.8

2-13 细小交叉树枝晶 室温冲击 20 51.6

3#

3-5 裂纹、等轴晶 室温拉伸 806 617 21.0 54

3-6 等轴晶 室温冲击 20 31.6

3-7 等轴晶 室温冲击 20 31.1

3-8 细小交叉树枝晶 室温拉伸 806 617 21.0 58

3-9 细小交叉树枝晶 室温冲击 20 43.6

3-10 细小交叉树枝晶 室温冲击 20 39.0

结论：通过实验数据可以得出，不同的残留凝固组织，在室温冲击的冲
击功上有将近10J的差别，虽然在室温拉伸结果上差别不大，但在积累足
够的样本量后，也能够看到有着较大差别（此实验还在进行中）



 智能化枝晶检验成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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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验平台



⑴ 近年取得的专利和软著
序号 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时间 持有方

1 一种用于枝晶腐蚀低倍检验的腐蚀剂及废液处理系统 201811084498.x 2018.09.18 沈阳市启光科技有限公司

2 智能化枝晶检验成套装置 201821636564.4 2018.10.10 沈阳市启光科技有限公司
包头市三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一种用于枝晶检测扫描的助力机械臂支架装置 201821830349.8 2018.11.08 沈阳市启光科技有限公司
包头市三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 钢坯低倍检测系统V1.0 2019SR0981628 2019.05.01 包头市三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 枝晶检验图像AI缺陷识别 发明专利 申请中 包头市三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市启光科技有限公司

6 枝晶检验图像AI凝固组织识别 发明专利 申请中 包头市三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市启光科技有限公司

⑵ 学术论文
《Testing and Analysis of Solidification Microstructure of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第六届材料材料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论文集，CMSE3149；
《枝晶腐蚀低倍检验技术在连铸生产中的应用》，2019年6月《连铸》

⑶ 大量现场同步检验

5.成果一览



结语：
小结：

➢可表征更丰富的冶金信息；

➢表征结果清晰、准确；

➢检验过程绿色环保(腐蚀剂酸浓度≤4%,直排浓度更低)；

➢检验过程快捷(满足生产节奏)；

➢降低对试样机械加工要求；

➢检验操作简单(过程自动化、信息化)；

➢数字图档存储；

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够冶金、装备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