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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强化方

法，本发明涉及筒形件强化方法领域。本发明要

解决传统镁合金旋压工艺制备的镁合金薄壁筒

形件易产生明显的各向异性，导致镁合金薄壁筒

形件的环向抗拉强度低于轴向抗拉强度的技术

问题。方法包括：步骤一、固定镁合金坯料，预热；

步骤二、预热至旋压温度；步骤三、启动旋压机进

行强力旋压；步骤四、改变旋压机的芯轴转向，预

热，喷涂润滑剂，进行下一道次强力旋压；步骤

五、重复步骤四直至得到目标尺寸的镁合金薄壁

筒形件。本发明的方法可用于镁合金薄壁筒形件

的旋压成形过程，可以有效提高旋压成形零件的

环向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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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强化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步骤一：将镁合金坯料套在旋压机的芯轴上并固定，将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预

热，然后在旋压机的芯轴外表面和镁合金坯料外表面均匀喷涂润滑剂；

步骤二：将旋压机的芯轴、旋压机的旋轮和镁合金坯料预热至旋压温度；所述旋压机的

芯轴和镁合金坯料的旋压温度为300℃；所述旋压机的旋轮的旋压温度为150℃；

步骤三：启动旋压机进行强力旋压；

步骤四：改变旋压机的芯轴转向，将旋压机的芯轴、旋压机的旋轮和镁合金坯料预热至

旋压温度；在镁合金坯料外表面均匀喷涂润滑剂，进行下一道次强力旋压；所述旋压机的芯

轴和镁合金坯料的旋压温度为300℃；所述旋压机的旋轮的旋压温度为150℃；

步骤五：重复步骤四直至得到目标尺寸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镁合金坯料在旋压机的

旋轮的挤压下镁合金坯料长度增加，镁合金坯料的壁厚逐渐变薄，每次旋压后，镁合金坯料

的表面与旋压机旋轮的接触部分会产生螺旋状的旋压轨迹，改变芯轴转向后，镁合金坯料

表面的螺旋状轨迹与上一道次旋压产生轨迹的螺旋方向不同，经多次旋压后，在镁合金坯

料的表面会形成交叉网状的旋压痕迹；

步骤一中将旋压机的芯轴预热至150℃，步骤一中将镁合金坯料预热至150℃；步骤一

在旋压机的芯轴外表面喷涂的润滑剂为水基石墨；步骤一在镁合金坯料外表面的润滑剂为

水基石墨；

步骤一中旋压机的旋轮所用钢的材质为4Cr5MoSiV1；

步骤一中旋压机的芯轴所用钢的材质为4Cr5MoSiV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强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

所述将镁合金坯料套在旋压机的芯轴上时镁合金坯料与压机的芯轴之间为过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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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强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筒形件强化方法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对减重节能要求的提高，轻质薄壁回转体构件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实际的服役过程中，不仅要求筒形壳体构件具有很高的尺寸精

度，同时要求构件具有一定的承受内压的能力。而性能最弱的方向是限制筒形壳体构件内

承压能力的短板。因此，降低筒形壳体构件的各向异性，提高构件的综合力学性能，提高筒

形构件内压承载能力，对于构件轻量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镁合金是最轻的金属结构材

料之一，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由于镁合金为密排六方结构，变形模式较少，低温变形

时往往形成很强的沿管材径向的织构，且难以单纯利用热处理方式来消除。因此，如何通过

改变旋压工艺方法降低旋压管材的织构强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3] 目前，强力旋压是成形镁合金薄壁筒形件十分有效的方法之一，该方法工装简单、

高效灵活、材料利用率高，所成形的薄壁筒形件具有很好的综合性能，在航空航天和兵器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目前采用传统多道次单向强力旋压工艺制造的薄壁筒形件相对于

初始管坯环向强化效果低于轴向，在薄壁筒形件上产生明显的各向异性，限制了镁合金薄

壁筒形件服役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传统镁合金旋压工艺制备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易产生明显的各向

异性，导致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环向抗拉强度低于轴向抗拉强度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镁

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强化方法。

[0005] 本发明一种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强化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6] 步骤一：将镁合金坯料套在旋压机的芯轴上并固定，将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

料预热，然后在旋压机的芯轴外表面和镁合金坯料外表面均匀喷涂润滑剂；

[0007] 所述将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预热至150℃；

[0008] 所述旋压机的旋轮和压机的芯轴所用钢的材质为4Cr5MoSiV1；

[0009] 所述将镁合金坯料套在旋压机的芯轴上时镁合金坯料与压机的芯轴之间为过渡

配合；

[0010] 所述在旋压机的芯轴外表面和镁合金坯料外表面喷涂的润滑剂为水基石墨润滑

剂；

[0011] 步骤二：将旋压机的芯轴、旋压机的旋轮和镁合金坯料预热至旋压温度；

[0012] 所述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的旋压温度为200～450℃；所述旋压机的旋轮的

旋压温度为100～150℃；

[0013] 步骤三：启动旋压机进行强力旋压；

[0014] 步骤四：改变旋压机的芯轴转向，将旋压机的芯轴、旋压机的旋轮和镁合金坯料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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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至旋压温度；进行下一道次强力旋压；

[0015] 所述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的旋压温度为200～450℃；所述旋压机的旋轮的

旋压温度为100～150℃；

[0016] 步骤五：重复步骤四直至得到目标尺寸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一、利用本发明生产的镁合金旋压筒形件组织微观组织分布均匀，晶粒尺寸更加

细小。由于前后两道次旋压方向具有一定的角度，后一道次旋压变形会对前一道次组织产

生更强的剪切作用，使得组织相对于传统筒形件多道次强力旋压(各道次旋压时芯轴旋转

方向不改变)得到更强的细化效果。

[0019] 二、利用本发明生产的镁合金旋压筒形件强度具有明显提升。本发明方法交叉旋

压成型过程中，合金坯料在旋压机的旋轮的挤压下合金坯料长度增加，合金坯料的壁厚逐

渐变薄，每次旋压后合金坯料的表面与旋压机的旋轮接触部分会形成螺旋状旋压轨迹；改

变旋压机的芯轴转向后，合金坯料的表面的螺旋状轨迹与上一道次旋压产生的轨迹的螺旋

方向不同，即多次旋压后，合金坯料的表面会产生交叉网状的旋压轨迹；由于细晶强化作

用，使得镁合金旋压筒形件轴向和径向力学性能同时得到提高。

[0020] 三、利用本发明生产的镁合金旋压筒形件各向异性降低。由于后一道次与前一道

次旋压成一定角度，后一道次变形会破坏前一道次形成的组织织构，使得镁合金旋压筒形

件织构弱化，各向异性降低。

[0021] 本发明的工艺方法借鉴交叉轧制的原理，通过改变多道次旋压过程中芯轴的旋转

方向，改变旋压过程中旋轮和坯料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调控组织特点和织构取向分布特

征，提高回转体零件的环向强度，改善了薄壁筒形件的组织性能均匀性，弱化了旋压件各向

异性，这对提高薄壁筒形件的内压承载能力和服役性能是十分有益的。本发明的方法可用

于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旋压成形过程，可以有效提高旋压成形零件的环向力学性能。本发

明可以调控镁合金组织特点和织构取向分布特征以强化筒形件环向性能，改善筒形件各向

异性的双向交叉旋压工艺方法。利用本发明的方法与传统旋压过程中芯轴旋转方向不改变

的旋压工艺相比，本发明方法在旋压减薄率达到85％左右时，得到交叉旋压筒形件环向抗

拉强度比传统旋压工艺相比最高提升了5～10％。

[0022] 本发明用于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成型。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强化过程示意图；图中1为旋压机的芯

轴，2为镁合金坯料，3为旋压机的旋轮；

[0024] 图2为本发明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强化过程中，相邻道次旋压后在镁合

金坯料表面产生的旋压轨迹及旋压轨迹方向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技术方案不局限于以下所列举的具体实施方式，还包括各具体实施方式之

间的任意组合。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一种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强化方法，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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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步骤进行：

[0027] 步骤一：将镁合金坯料套在旋压机的芯轴上并固定，将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

料预热，然后在旋压机的芯轴外表面和镁合金坯料外表面均匀喷涂润滑剂；

[0028] 步骤二：将旋压机的芯轴、旋压机的旋轮和镁合金坯料预热至旋压温度；

[0029] 所述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的旋压温度为200～450℃；所述旋压机的旋轮的

旋压温度为100～150℃；

[0030] 步骤三：启动旋压机进行强力旋压；

[0031] 步骤四：改变旋压机的芯轴转向，将旋压机的芯轴、旋压机的旋轮和镁合金坯料预

热至旋压温度；在镁合金坯料外表面均匀喷涂润滑剂，进行下一道次强力旋压；

[0032] 所述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的旋压温度为200～450℃；所述旋压机的旋轮的

旋压温度为100～150℃；

[0033] 步骤五：重复步骤四直至得到目标尺寸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

[0034]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将旋压

机的芯轴预热至150℃。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5]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将

镁合金坯料预热至150℃。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36]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

述旋压机的旋轮所用钢的材质为4Cr5MoSiV1。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相同。

[0037]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

述压机的芯轴所用钢的材质为4Cr5MoSiV1。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38]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所述

将镁合金坯料套在旋压机的芯轴上时镁合金坯料与压机的芯轴之间为过渡配合。其它与具

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相同。

[0039]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所述

在旋压机的芯轴外表面喷涂的润滑剂为水基石墨。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相同。

[0040]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所述

在镁合金坯料外表面的润滑剂为水基石墨。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相同。

[0041]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所述

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的旋压温度200～400℃。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相

同。

[0042]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不同的是：步骤四所述

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的旋压温度200～400℃。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相

同。

[0043] 采用以下实施例验证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4] 实施例一：

[0045] 本实施例一种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交叉旋压强化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46] 步骤一：将镁合金坯料套在旋压机的芯轴上并固定，将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

料预热，然后在旋压机的芯轴外表面和镁合金坯料外表面均匀喷涂润滑剂；

[0047] 所述将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预热至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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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所述旋压机的旋轮和压机的芯轴所用钢的材质为4Cr5MoSiV1；

[0049] 所述将镁合金坯料套在旋压机的芯轴上时镁合金坯料与压机的芯轴之间为过渡

配合；

[0050] 所述在旋压机的芯轴外表面和镁合金坯料外表面喷涂的润滑剂为水基石墨润滑

剂；

[0051] 步骤二：将旋压机的芯轴、旋压机的旋轮和镁合金坯料预热至旋压温度；

[0052] 所述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的旋压温度为300℃；所述旋压机的旋轮的旋压

温度为150℃；

[0053] 步骤三：启动旋压机进行强力旋压；

[0054] 步骤四：改变旋压机的芯轴转向，将旋压机的芯轴、旋压机的旋轮和镁合金坯料预

热至旋压温度；在镁合金坯料外表面均匀喷涂润滑剂，进行下一道次强力旋压；

[0055] 所述旋压机的芯轴和镁合金坯料的旋压温度为300℃；所述旋压机的旋轮的旋压

温度为150℃；

[0056] 步骤五：重复步骤四直至得到目标尺寸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

[0057] 本实施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58] 一、利用本实施例生产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环向强度具有明显提升。利用本实

施例的方法与传统旋压过程中芯轴旋转方向不改变的旋压工艺相比，本发明方法在旋压减

薄率达到85％时，得到交叉旋压筒形件环向抗拉强度比传统旋压工艺相比提升了10％；

[0059] 二、本实施例能够弱化管材径向变形织构强度；现有技术中，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

在减薄率达到85％时，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环向抗拉强度与轴向抗拉强度的差距为10％，

而本实施例生产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环向抗拉强度与轴向抗拉强度的差距降低为5％；

说明利用本实施例生产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各向异性明显降低；

[0060] 三、通过电子背散射衍射对比分析传统旋压得到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晶粒尺

寸，在减薄率相同的情况下，本实施例方法得到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平均晶粒尺寸小于

传统旋压工艺；说明本实施例生产的镁合金薄壁筒形件的组织微观组织分布均匀，晶粒尺

寸更加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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