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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

车用转向节及其制造方法，该转向节气孔率0％-

0 .2％，晶粒生长方向整体为从最外沿指向轴线

中心的水平方向，所用材料为铸造低合金钢。本

发明的转向节锻铸结合一次性成型、晶粒径向生

长、致密性好、强度高、抗扭转、耐冲击。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10202108 A

2019.09.06

CN
 1
10
20
21
08
 A



1.一种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转向节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制造前准备

①原材料准备：准备足量设计对应铸造低合金钢钢锭；

②工装准备：准备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该模具由两个半模组成，分模面(6)位于对

称两侧的中线，模具实体为基体(1)，基体(1)采用石墨制造，浇道(2)设计为I字型-口字型

循环联通，其中I字型对应转向节中心轴杆、口字型对应转向节两侧结构，基体(1)在口字型

中间区域还设置有中坝(5)、在口字型肩部还向上设置有排气道(4)，基体(1)在浇道(2)的

径向外侧靠近浇道1cm-1.2cm处设置有循环水道(3)；准备单节内腔尺寸较转向节设计轮廓

尺寸放大3％-5％的、内表面为8层-10层镍箔的、结构节数与铸造模具I字型-口字型循环节

数数量一致、与中坝(5)对应位置设置有支撑块的真空热等静压挤压锻造工装；

③设备准备：准备内置有石墨坩埚、与石墨坩埚匹配的自动浇铸机构、分装模机械装

置、炉内旋转底盘及炉内循环水冷却系统的真空热等静压设备；

2)铸造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铸造低合金钢钢锭放入阶段1)步骤③准备的石墨坩埚中，将

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两个分模分别喷涂分模剂后，合并组装好后再

安装固定在炉内旋转底盘上与自动浇铸机构对应、且浇口处于自动浇铸机构正下方120mm-

140mm的位置，将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的循环水道(3)与真空热等静压设备内的炉内循环

水冷却系统对接，完成准备工作；

②设备升温至铸造低合金钢钢锭完全熔化，镇静12min-15min，然后开始浇铸，以水冷

钢模旋转铸造模具体积V计1.2％V/s-1.3％V/s的浇铸速率连续浇铸，浇铸期间炉内旋转底

盘以5rpm/min-6rpm/min的速率旋转，浇至离冒口顶端10mm-15mm时浇铸完成；浇铸完成后

炉内旋转底盘以12rpm/min-15rpm/min的速率旋转，持续20s-25s后停止加热并保持旋转，

同时开始通入室温状态的循环冷却水，按时间计以5rpm/min2-6rpm/min2的升速逐渐提升旋

转速率直至金属液冷却至180℃-220℃，自动分模，获得铸造坯；

3)锻造

①将阶段2)获得的铸造坯采用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真空热等静压挤压锻造工装采用

分装模机械装置组装包套，再升温至900℃-930℃，然后以80MPa-100MPa的机械压力、在真

空度1×10-2Pa-1×10-3Pa的真空环境内挤压成型，然后保压12s-15s，获得锻造坯；

4)成品

①将阶段3)获得的锻造坯沿每节口字型底部与I字型顶部交界线处切断后获得单件锻

造坯，将每个单件锻造坯采用机械加工方式将阶段3)获得的锻造坯加工至设计尺寸，即获

得所需转向节。

2.一种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转向节，其特征在于：该转向节气孔率0％-0.2％，

晶粒生长方向整体为从最外沿指向轴线中心的水平方向，所用材料为铸造低合金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转向节，其特征在于：所述铸

造低合金钢具体为ZGD34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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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转向节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车用结构件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转向节及

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转向节的功用是传递并承受汽车前部载荷，支承并带动前轮绕主销转动而使汽车

转向。在汽车行驶状态下，它承受着多变的冲击载荷，因此，要求其具有很高的综合机械性

能，尤其是扭转强度、冲击韧性和抗疲劳性能。

[0003] 现有技术中的转向节一般都是采用棒料锻造或直接铸造而成，因而只能具备两种

工艺的单方面优点特性，如锻造可以获得高的强度、细的晶粒和优良的综合机械性能，但残

余应力高、材料损耗较大、工艺难度高、抗疲劳性能差是其固有缺陷，现有技术中还没有克

服；铸造成型简单快速、用料节省、工艺难度低，但其材料受限、强度低、抗扭转能力差是其

固有缺陷。

[0004] 而目前在国内已申请的相关专利中，没有从钢坯环节就开始综合改善材料结构的

现有技术，因而市场上需要一种锻铸结合一次性成型、晶粒径向生长、致密性好、强度高、抗

扭转、耐冲击的转向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旨在提供锻铸结合一次性成型、晶粒径向生长、致密性好、强度高、抗扭转、

耐冲击的转向节及其制造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

转向节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制造前准备

[0008] ①原材料准备：准备足量设计对应铸造低合金钢钢锭；

[0009] ②工装准备：准备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该模具由两个半模组成，分模面位于对

称两侧的中线，模具实体为基体，基体采用石墨制造，浇道设计为I字型-口字型循环联通，

其中I字型对应转向节中心轴杆、口字型对应转向节两侧结构，基体在口字型中间区域还设

置有中坝、在口字型肩部还向上设置有排气道，基体在浇道的径向外侧靠近浇道1cm-1.2cm

处设置有循环水道；准备单节内腔尺寸较转向节设计轮廓尺寸放大3％-5％的、内表面为8

层-10层镍箔的、结构节数与铸造模具I字型-口字型循环节数数量一致、与中坝对应位置设

置有支撑块的真空热等静压挤压锻造工装；

[0010] ③设备准备：准备内置有石墨坩埚、与石墨坩埚匹配的自动浇铸机构、分装模机械

装置、炉内旋转底盘及炉内循环水冷却系统的真空热等静压设备；

[0011] 2)铸造

[0012]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铸造低合金钢钢锭放入阶段1)步骤③准备的石墨坩埚

中，将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两个分模分别喷涂分模剂后，合并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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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后再安装固定在炉内旋转底盘上与自动浇铸机构对应、且浇口处于自动浇铸机构正下方

120mm-140mm的位置，将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的循环水道与真空热等静压设备内的炉内

循环水冷却系统对接，完成准备工作；

[0013] ②设备升温至铸造低合金钢钢锭完全熔化，镇静12min-15min，然后开始浇铸，以

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体积V计1.2％V/s-1.3％V/s的浇铸速率连续浇铸，浇铸期间炉内旋

转底盘以5rpm/min-6rpm/min的速率旋转，浇至离冒口顶端10mm-15mm时浇铸完成；浇铸完

成后炉内旋转底盘以12rpm/min-15rpm/min的速率旋转，持续20s-25s后停止加热并保持旋

转，同时开始通入室温状态的循环冷却水，按时间计以5rpm/min2-6rpm/min2的升速逐渐提

升旋转速率直至金属液冷却至180℃-220℃，自动分模，获得铸造坯；

[0014] 3)锻造

[0015] ①将阶段2)获得的铸造坯采用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真空热等静压挤压锻造工装

采用分装模机械装置组装包套，再升温至900℃-930℃，然后以80MPa-100MPa的机械压力、

在真空度1×10-2Pa-1×10-3Pa的真空环境内挤压成型，然后保压12s-15s，获得锻造坯；

[0016] 4)成品

[0017] ①将阶段3)获得的锻造坯沿每节口字型底部与I字型顶部交界线处切断后获得单

件锻造坯，将每个单件锻造坯采用机械加工方式将阶段3)获得的锻造坯加工至设计尺寸，

即获得所需转向节。

[0018] 一种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转向节，该转向节气孔率0％-0.2％，晶粒生长方

向整体为从最外沿指向轴线中心的水平方向，所用材料为铸造低合金钢。

[0019] 上述的一种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转向节，其中所述铸造低合金钢具体为

ZGD345-570。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本发明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于综合了

锻造和铸造的优点，同时摒弃和减少了它们各自的缺陷，在铸造成型简单快速、用料节省、

工艺难度低的同时保证了成品的高致密度、高强度、细晶粒和优良的综合机械性能。(2)本

发明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于专门针对于转向节的工作实况(受不规则循环冲击的圆周方向的

力，即静扭转和动冲击结合，循环不定期进行，亦即是说受到三个方面性能的考验——扭

转、冲击和疲劳)，将现有技术中的固有问题——晶粒是主要沿轴向生长，整体等轴生长(无

论是直接铸造或采用棒状坯料，其原料都从底部和顶部开始凝固)，而轴杆加工时也仍是与

原棒料轴向平行的，这就注定了其抗轴向拉伸挤压的能力强而抗圆周扭转或径向冲击的能

力差，只有通过后期热处理或锻造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而本发明通过循环水快速降低外

沿的温度，造成温度梯度差，配合凝固过程中越来越快的旋转，获得从外沿向轴线中心生长

的柱状晶，配合后期的热等静压，获得了径向性能优异的原材料，更可贵的是，本发明的原

材料在完成铸造和锻造后仍可应用热处理手段或二次锻造手段再次改性提升性能。(3)本

发明一次可以成型多个转向节，如同糖葫芦一样的串形结构一方面利于金属液流通，一方

面方便后期切割分享，同时还可以一次性完成等静压锻造，通过单次成型数量的优势和极

高的生产效率摊低热等静压的成本，在较大地提升使用性能时成本仍然可控，适宜大规模

工业生产。(4)高的致密度和径向的晶向很好地提升了本发明的综合机械性能及应对径向

圆周作用力的抗扭转、耐冲击、抗疲劳性能。因此本发明的转向节具有锻铸结合一次性成

型、晶粒径向生长、致密性好、强度高、抗扭转、耐冲击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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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铸造工装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长坯局部晶粒生长方向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循环水道整体结构的俯视示意图；

[0024] 图中：基体1、浇道2、循环水道3、排气道4、中坝5、分模面6。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转向节，该转向节气孔率0％-0.2％，晶粒生长方

向整体为从最外沿指向轴线中心的水平方向，所用材料为ZGD730-910；

[0027] 上述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转向节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制造前准备

[0029] ①原材料准备：准备足量设计对应铸造低合金钢钢锭；

[0030] ②工装准备：准备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该模具由两个半模组成，分模面6位于

对称两侧的中线，模具实体为基体1，基体1采用石墨制造，浇道2设计为I字型-口字型循环

联通，其中I字型对应转向节中心轴杆、口字型对应转向节两侧结构，基体1在口字型中间区

域还设置有中坝5、在口字型肩部还向上设置有排气道4，基体1在浇道2的径向外侧靠近浇

道1cm处设置有循环水道3；准备单节内腔尺寸较转向节设计轮廓尺寸放大5％的、内表面为

8层镍箔的、结构节数与铸造模具I字型-口字型循环节数数量一致、与中坝5对应位置设置

有支撑块的真空热等静压挤压锻造工装；

[0031] ③设备准备：准备内置有石墨坩埚、与石墨坩埚匹配的自动浇铸机构、分装模机械

装置、炉内旋转底盘及炉内循环水冷却系统的真空热等静压设备；

[0032] 2)铸造

[0033]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铸造低合金钢钢锭放入阶段1)步骤③准备的石墨坩埚

中，将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两个分模分别喷涂分模剂后，合并组装

好后再安装固定在炉内旋转底盘上与自动浇铸机构对应、且浇口处于自动浇铸机构正下方

120mm的位置，将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的循环水道3与真空热等静压设备内的炉内循环水

冷却系统对接，完成准备工作；

[0034] ②设备升温至铸造低合金钢钢锭完全熔化，镇静12min，然后开始浇铸，以水冷钢

模旋转铸造模具体积V计1.2％V/s的浇铸速率连续浇铸，浇铸期间炉内旋转底盘以6rpm/

min的速率旋转，浇至离冒口顶端15mm时浇铸完成；浇铸完成后炉内旋转底盘以15rpm/min

的速率旋转，持续25s后停止加热并保持旋转，同时开始通入室温状态的循环冷却水，按时

间计以6rpm/min2的升速逐渐提升旋转速率直至金属液冷却至220℃，自动分模，获得铸造

坯；

[0035] 3)锻造

[0036] ①将阶段2)获得的铸造坯采用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真空热等静压挤压锻造工装

采用分装模机械装置组装包套，再升温至930℃，然后以100MPa的机械压力、在真空度1×

10-2Pa-1×10-3Pa的真空环境内挤压成型，然后保压15s，获得锻造坯；

[0037] 4)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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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①将阶段3)获得的锻造坯沿每节口字型底部与I字型顶部交界线处切断后获得单

件锻造坯，将每个单件锻造坯采用机械加工方式将阶段3)获得的锻造坯加工至设计尺寸，

即获得所需转向节。

[0039] 实施例2：

[0040] 整体与实施例1一致，差异之处在于：

[0041] 该转向节所用材料为ZGD345-570；

[0042] 上述铸锻结合抗扭转耐冲击车用转向节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1)制造前准备

[0044] ②工装准备：基体1在浇道2的径向外侧靠近浇道1.2cm处设置有循环水道3；准备

单节内腔尺寸较转向节设计轮廓尺寸放大3％的、内表面为10层镍箔的；

[0045] 2)铸造

[0046] ①将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水冷钢模旋转铸造模具两个分模分别喷涂分模剂后，合

并组装好后再安装固定在炉内旋转底盘上与自动浇铸机构对应、且浇口处于自动浇铸机构

正下方140mm的位置；

[0047] ②设备升温至铸造低合金钢钢锭完全熔化，镇静15min，然后开始浇铸，以水冷钢

模旋转铸造模具体积V计1.3％V/s的浇铸速率连续浇铸，浇铸期间炉内旋转底盘以5rpm/

min的速率旋转，浇至离冒口顶端10mm时浇铸完成；浇铸完成后炉内旋转底盘以12rpm/min

的速率旋转，持续20s后停止加热并保持旋转，同时开始通入室温状态的循环冷却水，按时

间计以5rpm/min2的升速逐渐提升旋转速率直至金属液冷却至180℃，自动分模，获得铸造

坯；

[0048] 3)锻造

[0049] ①将阶段2)获得的铸造坯采用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真空热等静压挤压锻造工装

采用分装模机械装置组装包套，再升温至900℃，然后以80MPa的机械压力，然后保压12s，获

得锻造坯；

[0050]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仅为了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

发明。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

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

本发明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

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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