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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 Siemens 提供

热等静压 (HIP) 技术是适用于消除金属和陶瓷铸件、3D 打印部
件和烧结部件缺陷的一种成熟技术。在航空航天、医疗和能源等
许多不同行业内，HIP 用于提高材料性能并确保组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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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可提高材料的疲劳性能、延展性和断裂韧性，因此，在许多行业中，HIP 是确
保材料性能的必要条件。HIP 还用于固态扩散接合和金属粉末固结，以生产
高质量粉末材料。

均匀快速冷却支持进行热处理 
传统 HIP 系统只提供炉内冷却方式，因此冷却速率相对缓慢，生产效率较低。 
Quintus Technologies 开发了新型 HIP 炉，可以在高压下实现高速受控冷却。 
 这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便于在周期过程中进行一体化的热处理，即“高压热
处理”。高冷却速率还支持在 HIP 系统中执行热处理步骤。

为什么应使用 HIP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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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可预测的特性
»  更低的废品率
»  改善的质量
»  简化的上游工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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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材制造组件通常需要 
HIP 后处理

用于高性能部件的
成熟工艺

HIP 周期：常规冷却与 U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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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uintus 紧凑型 HIP QIH21 URQ 上所执行周期的实际记录数据 

工具钢的复合 HIP 和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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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HT 的价值： 
» 可以对加热、保温、冷却和时效参数灵活编程
»  单独控制压力和温度
»  能够定制材料性能并开发具有领先优势的解 
 决方案

高压热处理
同时进行 HIP 和热处理

Quintus 均匀快速冷却 (URC®) 和均匀快速淬火 (URQ®) HIP 炉
技术提供高冷却速率，可实现一体化的 HIP 和热处理，这个过
程称为“高压热处理”(HPHT)。

凭借高达 4,500°C/min (8,100°F/min) 的冷却速率，快速冷却和淬火能力允
许将传统热处理步骤集成到 HIP 工艺中。复合周期在一个机器中执行，即在 
Quintus HIP 系统中执行。高压热处理 (HPHT) 包含应力消除、固溶退火、均
匀化、淬火、时效/回火等热处理步骤，所有这些步骤都可以整合到 HIP 周期中。

高压热处理可将后处理整合在同一个周期中，从而减少后处理步骤数。这可以：
» 缩短周期时间
»  缩短步骤之间的停机时间
»  缩短总生产周期时间
»  降低碳排放量
»  减少资本投资并缩短投资回收期
»  改善材料性能和微观组织控制

可以利用 HPHT 降低热处理过程中的晶粒生长

单独的 HIP 和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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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代 HIP 系统时的集成后处理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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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技术的全球领先者

Quintus Technologies 专注于高压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和支
持，这些高压系统应用于金属板成形和先进材料与关键工业部件
致密化。公司总部设在瑞典韦斯特罗斯市，在全球 45 个国家有代
表处，作为高压技术的全球领先者，已经为全球航空航天、汽车、
能源和医用植入等行业的客户提供了超过 1,900 个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