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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

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该方法为：根据目标产

品的规格尺寸确定并选择TC4钛合金实心棒坯进

行钻孔，得到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然后进行包套

挤压和热矫直，得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

将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以内孔为基准定

心进行粗车外圆，再以外圆为基准定心对内孔表

面依次进行粗镗削和精镗削，再次以内孔为基准

定心进行精车外圆，切定尺后得TC4钛合金无缝

管材。本发明通过挤压成型获得综合力学性能较

好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扩大了TC4钛合金挤压

管坯的尺寸规格，然后采用较高精度的定位基准

行机械加工，有效避免了加工偏差，保证了TC4钛

合金无缝管材的尺寸精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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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一、根据目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进行计算，确定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

尺寸；所述计算过程为：根据目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外径、壁厚和长度设定对应的

切削余量，结合外径、壁厚和长度对应的切削余量确定TC4钛合金挤压管坯规格尺寸，根据

TC4钛合金挤压管坯规格尺寸和挤压工艺设计采用的挤压比确定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规

格尺寸，从而确定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尺寸；

步骤二、按步骤一中确定的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尺寸选择TC4钛合金实心棒坯，

然后从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圆心位置处进行钻孔，得到TC4钛合金空心棒坯；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外表面及端面进行包套，经加热保

温后进行挤压，去除包套后得到TC4钛合金挤压管坯；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进行热矫直，然后依次进行切除头尾和

端面车削、倒角，得到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所述经热矫直后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

的直线度不超过0.7‰；

步骤五、将步骤四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以内孔为基准定心进行粗车

外圆，然后以外圆为基准定心对内孔表面依次进行粗镗削和精镗削；

步骤六、将步骤五中经精镗削后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以内孔为基准定心进

行精车外圆，然后进行切定尺，得到TC4钛合金无缝管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二中所述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径尺寸比步骤一中确定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

的内径尺寸大5mm，且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径尺寸公差为0～+0.5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三中所述包套采用的材料为黄铜，所述包套的厚度为1.5mm或2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三中所述加热保温的具体过程为：采用感应加热的方式将包套后的TC4钛合金空

心棒坯加热至850℃～900℃，然后在10s内转移至箱式电阻炉中保温40min～6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三中所述挤压采用的挤压比为8.2～11.4，挤压采用的挤压模具的挤压筒内径比

TC4钛合金空心棒坯外径大5mm，挤压针外径比TC4钛合金空心棒坯内径小3mm，所述挤压的

速度为60mm/s～90mm/s。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五中所述粗车外圆的具体过程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

0.8μm～1.6μm的车床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进行装夹调整，通过三爪卡盘夹持TC4

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前端，通过车床的尾座顶尖顶住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

的后端并固定，然后采用转速为30rpm～80rpm、进给量为0.1mm/rpm～0.6mm/rpm的低转速

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2～5次完成外径1mm～3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所述粗镗削的具体过程

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6μm的车床对TC4钛合金无缝管

材中间产品进行夹持调整，然后采用转速为30rpm～80rpm、进给量为0.1mm/rpm～0.6mm/

rpm的低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3～4次完成内径1mm～2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所述精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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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的具体过程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6μm的车床，采用

转速为80rpm～200rpm、进给量为0.05mm/rpm～0.50mm/rpm的高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2

～4次完成内径0.5mm～1.5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六中所述精车外圆采用转速为80rpm～200rpm、进给量为0.05mm/rpm～0.50mm/

rpm的高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3～4次完成内径1mm～2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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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钛合金无缝管材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

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起落架是飞机下部用于起飞降落或地面滑行时支撑飞机并用于地面移动的附件

装置，它承力较大，且受力较为复杂，承受着陆撞击、地面滑跑以及做各种操纵运动时(如刹

车、转弯等)产生的地面反作用力，而且着陆撞击和地面滑跑冲击载荷都带有明显的动态特

性，是飞机重要的承力兼操纵性的部件之一，也是唯一的一种支撑整架飞机的部件，其性能

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飞机的使用与安全。起落架作为飞行器机体一部分，应保证其结构的强

度、刚度和一定寿命的前提下质量最轻，因承受载荷大而多采用高强或超高强材料。

[0003] 金属钛被誉为21世纪金属，属于稀有金属的一种，其主要特点是密度小、质量轻、

强度高、耐腐蚀，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石油勘探领域和其它高强高压腐蚀性强的环

境中。TC4属于钛合金的一种，TC4钛合金无缝管材因其比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性能和耐

高压高温性能好等特点，已成功运用到战机的起落架上。在起落架用管材加工过程中，由于

TC4钛合金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均超过800MPa，且二者之间的强度差很小(约100MPa)，导

致TC4钛合金冷态塑性变形性能很差，不具备冷加工性能。因此，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生产加

工的技术难度就非常大，成材率非常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目前，较为成熟的TC4无缝管材

的加工方法有以下几种：

[0004] 方法1、将TC4棒材采用机械加工手段成型

[0005] 该方法根据成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规格尺寸选用合适的锻造棒坯，经车床等

设备依次进行钻孔、内孔镗削、精车外圆制造成型；采用该方法制得的成品管材的优点为：

制造工艺方法简单，外径和内径公差范围小、表面质量好，合格率90％以上，缺点为：综合力

学性能偏低，壁厚偏差偏大，成品长度受限(一般只能满足长度为500mm以内的TC4钛合金无

缝管材)，尺寸规格受限(无法实现内径尺寸小于25mm管材)，作业人员劳动强度很大且生产

效率很低，生产成本高而不利于批量生产。

[0006] 方法2、将TC4棒材经斜轧穿孔工艺制成管坯，然后经机械加工成型

[0007] 该方法根据成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规格尺寸选用合适的棒坯，经斜轧穿孔工

艺制成管坯，然后用车床内孔镗孔、精车外圆的方法成型。采用该方法制得的成品管材优点

为：制造工艺方法简单，外径和内径公差范围小，成品管材长度可达到1000mm左右，合格率

50％左右；其缺点为：综合力学性能偏低，壁厚偏差较大，因棒材表面无法实现保护直接进

行热加工，制得的中间产品形成较厚氧化层导致材料浪费严重，中间产品直线度较差导致

合格率低，加工难度大且材料浪费严重导致生产成本高而不利于批量生产。

[0008] 方法3、将TC4板材经旋压制成管坯，然后经机械加工成型。

[0009] 该方法根据成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规格尺寸选用合适的TC4板材，通过旋压设

备以及配套的工模具制成管坯，再经过机械加工手段处理内外表面最终成型。采用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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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得的成品管材优点为：可以获得大外径薄壁的管材，加工精度很高，表面质量好，综合力

学性能优良，成品长度可以达到2000mm左右，合格率95％以上；缺点为：实现小外径管材和

厚壁管材的加工难度很大导致成品规格受限，因技术难度较高而必须配套专用设备和工模

具，技术上还存在许多难点有待突破导致推广难度很大。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飞行器起

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该方法通过挤压成型获得综合力学性能较好的TC4

钛合金挤压管坯，扩大了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尺寸规格，然后进行机械加工，采用较高精

度的定位基准，有效避免了壁厚、内径和外径偏差给加工精度造成的影响，有效保证了TC4

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尺寸精度和表面要求，大幅提高了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质量，同时提高

了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综合力学性能。

[0011]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

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步骤一、根据目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进行计算，确定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

规格尺寸；所述计算过程为：根据目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外径、壁厚和长度设定对

应的切削余量，结合外径、壁厚和长度对应的切削余量确定TC4钛合金挤压管坯规格尺寸，

根据TC4钛合金挤压管坯规格尺寸和挤压工艺设计采用的挤压比确定TC4钛合金空心棒坯

的规格尺寸，从而确定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尺寸；

[0013] 步骤二、按步骤一中确定的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尺寸选择TC4钛合金实心棒

坯，然后从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圆心位置处进行钻孔，得到TC4钛合金空心棒坯；

[0014]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外表面及端面进行包套，经加

热保温后进行挤压，去除包套后得到TC4钛合金挤压管坯；

[0015]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进行热矫直，然后依次进行切除头

尾和端面车削、倒角，得到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所述经热矫直后的TC4钛合金挤压

管坯的直线度不超过0.7‰；

[0016] 步骤五、将步骤四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以内孔为基准定心进行

粗车外圆，然后以外圆为基准定心对内孔表面依次进行粗镗削和精镗削；

[0017] 步骤六、将步骤五中经精镗削后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以内孔为基准定

心进行精车外圆，然后进行切定尺，得到TC4钛合金无缝管材。

[0018] 本发明步骤四中利用步骤三中挤压的余温，优选采用双曲线辊式矫直机对TC4钛

合金挤压管坯进行热矫直，热矫直的次数不超过3次，经热矫直后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

直线度不超过0.7‰；挤压完毕后，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头尾部均存在“金属流动紊乱区”，

“金属流动紊乱区”处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规格尺寸、金相组织和力学性能均不能满足

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技术要求，故予以切除，其中，头部的切除长度为40mm～80mm，尾部的

切除长度为100mm～150mm，以去除头尾缺陷；切除头尾后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如采用多倍

尺投料，则按设计长度完成下料，如采用单倍尺投料，则无需再次下料，然后对TC4钛合金挤

压管坯/下料后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两端端面进行端面车削和倒角，使端面达到光滑无

台阶，倒角的尺寸为(0.5mm～1.0mm)×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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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本发明首先根据目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进行计算，确定TC4钛合金实心棒坯

的规格尺寸，然后对选择的TC4钛合金实心棒坯进行钻孔，得到TC4钛合金空心棒坯，再经包

套挤压得到TC4钛合金挤压管坯，并对TC4钛合金挤压管坯进行热矫直得到较好的直线度，

为后续机械加工提供精度保障，经切除头尾和端面车削、倒角后得到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

间产品；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依次进行粗车外圆、粗镗削和精镗削，使TC4钛合金

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外圆加工至接近目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尺寸，内孔加工至目

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尺寸和表面要求；将精镗削后的中间产品进行外圆精车，使

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外圆加工至目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尺寸和表面要

求，最后根据定尺长度要求，切除定尺余量得到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产品。

[0020] 本发明采用挤压和机械加工相结合的方法制备TC4钛合金无缝管材，首先根据TC4

钛合金导热性差和变形热效应大的特点，通过控制挤压比和加压的速度，以获得较优的力

学性能，并根据选定的挤压比选择挤压模具，有效控制挤压模具尺寸和棒坯尺寸的间隙，提

高了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精度，有利于保证了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尺寸稳定性，从而通

过挤压成型获得综合力学性能较好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扩大了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尺

寸规格，为后续工艺提供基础，然后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按“外-内-外”的顺序进

行机械加工，采用较高精度的定位基准，有效避免了壁厚、内径和外径偏差给加工精度造成

的影响，保证了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尺寸精度和表面要求，大幅提高了TC4钛合金无缝管

材的质量，进而提高了成材率，提高了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综合力学性能，尤其是抗拉强

度和屈服强度。

[0021] 上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

中所述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径尺寸比步骤一中确定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内径尺寸

大5mm，且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径尺寸公差为0～+0.5mm。通过上述限定为挤压加工留出

足够的加工余量，有利于减少加工偏差。

[0022] 上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

中所述包套采用的材料为黄铜，所述包套的厚度为1.5mm或2mm。铜的延展性好，挤压过程中

能始终附着在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表面，减少了挤压热损失，同时黄铜的润滑效果较好，

有利于挤压过程中的脱模和防粘结；另外，高温状态下铜与钛不易形成络合物，保证了TC4

钛合金挤压管坯基体化学成分的稳定性。

[0023] 上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

中所述加热保温的具体过程为：采用感应加热的方式将包套后的TC4钛合金空心棒坯加热

至850℃～900℃，然后在10s内转移至箱式电阻炉中保温40min～60min。上述加热保温的加

热效率高，有利于挤压过程的顺利进行。

[0024] 上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

中所述挤压采用的挤压比为8.2～11.4，挤压采用的挤压模具的挤压筒内径比TC4钛合金空

心棒坯外径大5mm，挤压针外径比TC4钛合金空心棒坯内径小3mm，所述挤压的速度为60mm/s

～90mm/s。采用上述挤压的工艺参数和挤压条件，进一步提高了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精

度，从而保证了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尺寸稳定性，得到综合力学性能较好的TC4钛合金挤

压管坯。

[0025] 上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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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述粗车外圆的具体过程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6μ

m的车床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进行装夹调整，通过三爪卡盘夹持TC4钛合金无缝

管材中间产品的前端，通过车床的尾座顶尖顶住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后端并固

定，然后采用转速为30rpm～80rpm、进给量为0.1mm/rpm～0.6mm/rpm的低转速慢走刀的车

削参数分2～5次完成外径1mm～3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所述粗镗削的具体过程为：采用加

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6μm的车床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

品进行夹持调整，然后采用转速为30rpm～80rpm、进给量为0.1mm/rpm～0.6mm/rpm的低转

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3～4次完成内径1mm～2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所述精镗削的具体过

程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 .6μm的车床，采用转速为

80rpm～200rpm、进给量为0.05mm/rpm～0.50mm/rpm的高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2～4次

完成内径0.5mm～1.5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首先采用加工精度高的车床进行低转速慢走刀

车削，进行大去除量的车削，使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尺寸快速接近于TC4钛合金无

缝管材，然后采用低转速慢走刀、大进给量进行总去除量相对较大的粗镗削，再采用高转速

慢走刀、小进给量进行精确车削，保证经精镗削后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尺寸精

度，提高其内、外表面的质量。通常，经精镗削后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表面的粗糙

度为0.8μm～1.6μm。

[0026] 上述的一种飞行器起落架用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六

中所述精车外圆采用转速为80rpm～200rpm、进给量为0.05mm/rpm～0.50mm/rpm的高转速

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3～4次完成内径1mm～2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上述精车外圆的加工参

数精确保证了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通常TC4钛合金无缝管材表面的

粗糙度为0.8μm～1.6μm，满足了产品的表面质量要求。

[002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28] 1、本发明采用挤压和机械加工相结合的方法制备TC4钛合金无缝管材，首先通过

挤压成型获得综合力学性能较好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扩大了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尺寸

规格，为后续工艺提供基础，然后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进行机械加工，采用较高

精度的定位基准，有效避免了壁厚、内径和外径偏差给加工精度造成的影响，有效保证了

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尺寸精度和表面要求，大幅提高了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质量，同时

提高了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综合力学性能，尤其是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且TC4钛合金无

缝管材的外径和壁厚尺寸优异，偏差较小，表面质量良好。

[0029] 2、本发明的机械加工过程采用“外-内-外”的机械加工顺序，有效保证了TC4钛合

金无缝管材的尺寸精度和表面要求，大幅提高了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合格率，其合格率可

达98％以上，大幅节省了原材料成本。

[0030] 3、本发明得到的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规格范围受工艺和设备的制约程度较

小，且外径公差、壁厚公差、壁厚偏差较小，其定尺长度可达2000mm，同时具有优良的力学性

能；本发明的加工方法操作性强，可以实现批量化生产，便于推广使用，降低了原材料浪费，

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0031] 4、本发明制备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尺寸规格范围较广，且综合力学功能优异，

可满足现有飞行器起落架用的需求。

[0032] 5、本发明方法中的步骤均可通过通用设备完成，无需配制专用设备和工模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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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节省了生产成本。

[0033]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发明实施例1～实施例5中所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单支成材率(％)＝(单

支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质量/生产单支TC4钛合金无缝管材投入的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

质量)×100％。

[0035] 实施例1

[0036] 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37] 步骤一、根据目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规格尺寸24mm×4mm×～2100mm(直

径×壁厚×长度)，确定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规格尺寸为28mm×7.5mm×～2270mm(外径×

壁厚×长度)，结合本实施例挤压工艺采用的挤压比11.4确定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规格尺

寸为80mm×18mm×230mm(外径×内径×长度)，从而确定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尺寸为

80mm×230mm(直径×长度)，同时根据挤压比确定挤压模具的挤压筒内径为85mm，挤压针外

径为15mm；

[0038] 步骤二、按步骤一中确定的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尺寸选择尺寸为80mm×

230mm(直径×长度)的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然后从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截面圆心位置处

进行钻孔，得到规格尺寸为80mm×18mm×230mm(外径×内径×长度)的TC4钛合金空心棒

坯，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径尺寸公差为0～+0.3mm，该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外表面均

光滑整洁无裂纹，且无明显的车削纹路；

[0039]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外表面采用厚度为1.5mm的黄

铜板材包覆，端面采用厚度为1.5mm的黄铜垫包覆，然后经加热保温后采用600t卧式挤压机

进行挤压，得到尺寸规格为28mm×7.5mm×～2270mm(外径×壁厚×长度)的TC4钛合金挤压

管坯；所述加热保温的具体过程为：采用感应加热的方式将包套后的TC4钛合金空心棒坯加

热至850℃，然后在6s～9s内转移至箱式电阻炉中保温60min；所述挤压的速度为80mm/s，挤

压比11.4；

[0040]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进行1次余温热矫直，余温热矫直

的温度为480℃～500℃，然后分别进行切除头尾，其中，头部的切除长度为40mm～45mm，尾

部的切除长度为100mm～150mm，再采用车床对端面进行平整和倒角，使端面达到光滑无台

阶，倒角的尺寸为0.5mm×45°，得到尺寸规格为28mm×7.5mm×2130mm(外径×壁厚×长度)

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所述经热矫直后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直线度为0.3‰

～0.7‰；

[0041] 步骤五、将步骤四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分别以内孔为基准定心

进行粗车外圆，具体过程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6μm的

车床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进行装夹调整，通过三爪卡盘夹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

中间产品的前端，通过车床的尾座顶尖顶住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后端并固定，然

后采用转速为30rpm～80rpm、进给量为0.1mm/rpm～0.6mm/rpm的低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

分2次完成外径2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加工至尺寸为26mm×6.5mm×2130mm(直径×壁厚×

长度)，再以经粗车外圆后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外圆为基准定心对内孔表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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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行粗镗削和精镗削，具体过程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

～1.6μm的车床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进行夹持调整，然后采用转速为30rpm～

80rpm、进给量为0.1mm/rpm～0.6mm/rpm的低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2次完成内径1mm的

总去除量的粗镗削，再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6μm的车床，采

用转速为80rpm～200rpm、进给量为0.05mm/rpm～0.50mm/rpm的高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

分3次完成内径0.5mm的总去除量的精镗削，加工至尺寸为26mm×5mm×2130mm(直径×壁厚

×长度)；

[0042] 步骤六、将步骤五中经精镗削后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以内孔为基准定

心进行精车外圆，采用转速为80rpm～200rpm、进给量为0.05mm/rpm～0.50mm/rpm的高转速

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3次完成内径2mm的总去除量的外圆车削，直至尺寸为24mm×4mm×

2130mm(直径×壁厚×长度)，然后进行切定尺，再对端面进行车削并对内外圆孔口倒角，倒

角的尺寸为0.5mm×45°，得到尺寸为24mm×4mm×2100mm(直径×壁厚×长度)的TC4钛合金

无缝管材。

[0043] 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10支尺寸为24mm×4mm×2100mm(直径×壁厚×长

度)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经检测，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

屈服强度为880MPa～885MPa，抗拉强度为970MPa～985MPa，满足现有技术中屈服强度大于

860MPa、抗拉强度大于950MPa的技术要求；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

管材的外径公差D＝24(-0.02～+0.05)mm，壁厚公差t＝4(0～+0.06)mm，长度公差L＝2100

(+2～+4)mm，壁厚偏差δt＝0.02～0 .06mm，满足外径公差(D±0 .20mm)、壁厚公差(t±

0.10mm)、长度公差(L+5  0mm)和壁厚偏差(δt≤0.10mm)的技术要求；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

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表面粗糙度Ra＝1.6μm～2.0μm，满足Ra≤3.2μm技术要

求；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10支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内、外表面光滑无台阶，无明

显振刀纹，满足技术条件，各项指标均合格，为合格的产品，即本实施例的方法的成品率为

100％。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单支成材率为46％以上。

[0044] 实施例2

[0045]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三中采用的黄铜板材和黄通垫的厚度

均为2mm，加热的温度为880℃，转移时间为5s～8s，保温时间为50min，挤压速度为60mm/s；

步骤四中余温矫直的次数为2次，余温矫直的温度为480℃～520℃，头部的切除长度为40mm

～55mm，尾部的切除长度为100mm～135mm。

[0046] 实施例3

[004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三中采用的黄铜板材和黄通垫的厚度

均为2mm，加热的温度为900℃，转移时间为6s～8s，保温时间为40min，挤压速度为90mm/s；

步骤四中余温矫直的次数为3次，余温矫直的温度为485℃～520℃，头部的切除长度为45mm

～60mm，尾部的切除长度为100mm～130mm。

[0048] 实施例4

[0049] 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50] 步骤一、根据目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规格尺寸60mm×3mm×2000mm(直径

×壁厚×长度)，确定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规格尺寸为65mm×7.5mm×～2260mm(外径×壁

厚×长度)，结合本实施例挤压工艺采用的挤压比8.2确定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规格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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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5mm×55mm×310mm(外径×内径×长度)，从而确定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尺寸为

125mm×310mm(直径×长度)，同时根据挤压比确定挤压模具的挤压筒内径为130mm，挤压针

外径为52mm；

[0051] 步骤二、按步骤一中确定的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尺寸选择尺寸为80mm×

230mm(直径×长度)的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然后从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截面圆心位置处

进行钻孔，得到规格尺寸为125mm×55mm×310mm(外径×内径×长度)的TC4钛合金空心棒

坯，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径尺寸公差为0～+0.5mm，该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外表面均

光滑整洁无裂纹，且无明显的车削纹路；

[0052]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外表面采用厚度为1.5mm的黄

铜板材包覆，端面采用厚度为1.5mm的黄铜垫包覆，然后经加热保温后采用3150t卧式挤压

机进行挤压，得到尺寸规格为65mm×7.5mm×～2260mm(外径×壁厚×长度)的TC4钛合金挤

压管坯；所述加热保温的具体过程为：采用感应加热的方式将包套后的TC4钛合金空心棒坯

加热至850℃，然后在5s内转移至箱式电阻炉中保温40min；所述挤压的速度为70mm/s，挤压

比为8.2；

[0053]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进行1次余温热矫直，余温热矫直

的温度为480℃～550℃，然后进行切除头尾，其中，头部的切除长度为60mm，尾部的切除长

度为150mm，再采用车床对端面进行平整和倒角，使端面达到光滑无台阶，倒角的尺寸为

1.0mm×45°，得到尺寸规格为65mm×7.5mm×2050mm(外径×壁厚×长度)的TC4钛合金无缝

管材中间产品；所述经热矫直后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直线度为0.3‰～0.6‰；

[0054] 步骤五、将步骤四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分别以内孔为基准定心

进行粗车外圆，具体过程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6μm的

车床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进行装夹调整，通过三爪卡盘夹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

中间产品的前端，通过车床的尾座顶尖顶住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后端并固定，然

后采用转速为30rpm～80rpm、进给量为0.1mm/rpm～0.6mm/rpm的低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

分5次完成外径3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加工至尺寸为62mm×6mm×2050mm(直径×壁厚×长

度)，再以经粗车外圆后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外圆为基准定心对内孔表面依次

进行粗镗削和精镗削，具体过程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

1 .6μm的车床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进行夹持调整，然后采用转速为30rpm～

80rpm、进给量为0.1mm/rpm～0.6mm/rpm的低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4次完成内径1.5mm

的总去除量的粗镗削，再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6μm的车床，

采用转速为80rpm～200rpm、进给量为0.05mm/rpm～0.50mm/rpm的高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

数分3次完成内径0.5mm的总去除量的精镗削，加工至尺寸为62mm×4mm×2050mm(直径×壁

厚×长度)；

[0055] 步骤六、将步骤五中经精镗削后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以内孔为基准定

心进行精车外圆，采用转速为80rpm～200rpm、进给量为0.05mm/rpm～0.50mm/rpm的高转速

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4次完成内径2mm的总去除量的外圆车削，直至尺寸为60mm×3mm×

2050mm(直径×壁厚×长度)，然后进行切定尺，再对端面进行车削并对内外圆孔口倒角，倒

角的尺寸为1mm×45°，得到尺寸为60mm×3mm×2000mm(直径×壁厚×长度)的TC4钛合金无

缝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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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48支尺寸为60mm×3mm×2000mm(直径×壁厚×长

度)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经检测，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

屈服强度为887MPa～892MPa，抗拉强度为965MPa～971MPa，满足现有技术中屈服强度大于

860MPa、抗拉强度大于950MPa的技术要求；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

管材的外径公差D＝60(-0.02～+0.02)mm，壁厚公差t＝3(0～+0.03)mm，长度公差L＝2000

(+1～+4)mm，壁厚偏差δt＝0.02～0 .05mm，满足外径公差(D±0 .15mm)、壁厚公差(t±

0.10mm)、长度公差(L+5  0mm)和壁厚偏差(δt≤0.10mm)的技术要求；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

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表面粗糙度Ra＝1.6μm～2.0μm，满足Ra≤3.2μm技术要

求；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的48支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

内、外表面光滑无台阶，无明显振刀纹，满足技术条件，各项指标均合格，为合格的产品，即

本实施例的方法的成品率为100％。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单支成材率

为30％以上。

[0057] 实施例5

[0058] 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59] 步骤一、根据目标产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规格尺寸34mm×4mm×2000mm(直径

×壁厚×长度)，确定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规格尺寸为37mm×8mm×～2250mm(外径×壁厚

×长度)，结合本实施例挤压工艺采用的挤压比10.2确定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规格尺寸为

95mm×26mm×250mm(外径×内径×长度)，从而确定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尺寸为95mm

×250mm(直径×长度)，同时根据挤压比确定挤压模具的挤压筒内径为100mm，挤压针外径

为23mm；

[0060] 步骤二、按步骤一中确定的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规格尺寸选择尺寸为95mm×

250mm(直径×长度)的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然后从TC4钛合金实心棒坯的截面圆心位置处

进行钻孔，得到规格尺寸为95mm×26mm×250mm(外径×内径×长度)的TC4钛合金空心棒

坯，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径尺寸公差为0～+0.3mm，该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外表面均

光滑整洁无裂纹，且无明显的车削纹路；

[0061] 步骤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TC4钛合金空心棒坯的内外表面采用厚度为2mm的黄铜

板材包覆，端面采用厚度为2mm的黄铜垫包覆，然后经加热保温后采用600t卧式挤压机进行

挤压，得到尺寸规格为37mm×8mm×～2250mm(外径×壁厚×长度)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

所述加热保温的具体过程为：采用感应加热的方式将包套后的TC4钛合金空心棒坯加热至

880℃，然后在10s内转移至箱式电阻炉中保温50min；所述挤压的速度为75mm/s，挤压比为

10.2；

[0062]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进行1次余温热矫直，余温热矫直

的温度为460℃～520℃，然后进行切除头尾，其中，头部的切除长度为80mm，尾部的切除长

度为120mm，再采用车床对端面进行平整和倒角，使端面达到光滑无台阶，倒角的尺寸为

0.6mm×45°，得到尺寸规格为37mm×8mm×2050mm(外径×壁厚×长度)的TC4钛合金无缝管

材中间产品；所述经热矫直后的TC4钛合金挤压管坯的直线度为0.3‰～0.7‰；

[0063] 步骤五、将步骤四中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分别以内孔为基准定心

进行粗车外圆，具体过程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6μm的

车床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进行装夹调整，通过三爪卡盘夹持TC4钛合金无缝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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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产品的前端，通过车床的尾座顶尖顶住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后端并固定，然

后采用转速为30rpm～80rpm、进给量为0.1mm/rpm～0.6mm/rpm的低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

分4次完成外径2mm的总去除量的车削，加工至尺寸为35mm×7mm×2050mm(直径×壁厚×长

度)，再以经粗车外圆后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的外圆为基准定心对内孔表面依次

进行粗镗削和精镗削，具体过程为：采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

1 .6μm的车床对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进行夹持调整，然后采用转速为30rpm～

80rpm、进给量为0.1mm/rpm～0.6mm/rpm的低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4次完成内径2mm的

总去除量的粗镗削，再用加工精度为IT8～IT7，加工表面粗糙度为0.8μm～1.6μm的车床，采

用转速为80rpm～200rpm、进给量为0.05mm/rpm～0.50mm/rpm的高转速慢走刀的车削参数

分3次完成内径0.5mm的总去除量的精镗削，加工至尺寸为35mm×4.5mm×2050mm(直径×壁

厚×长度)；

[0064] 步骤六、将步骤五中经精镗削后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间产品以内孔为基准定

心进行精车外圆，采用转速为80rpm～200rpm、进给量为0.05mm/rpm～0.50mm/rpm的高转速

慢走刀的车削参数分3次完成内径1mm的总去除量的外圆车削，直至尺寸为34mm×4mm×

2050mm(直径×壁厚×长度)，然后进行切定尺，再对端面进行车削并对内外圆孔口倒角，倒

角的尺寸为0.5mm×45°，得到尺寸为34mm×4mm×2000mm(直径×壁厚×长度)的TC4钛合金

无缝管材。

[0065] 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82支尺寸为34mm×4mm×2000mm(直径×壁厚×长

度)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经检测，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

屈服强度为892MPa～905MPa，抗拉强度为987MPa～998MPa，满足现有技术中屈服强度大于

860MPa、抗拉强度大于950MPa的技术要求；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

管材的外径公差D＝34(-0.03～+0.05)mm，壁厚公差t＝4(0～+0.03)mm，长度公差L＝2000

(+1～+3)mm，壁厚偏差δt＝0.03～0 .08mm，满足外径公差(D±0 .20mm)、壁厚公差(t±

0.10mm)、长度公差(L+5  0mm)和壁厚偏差(δt≤0.10mm)的技术要求；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

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表面粗糙度Ra＝1.6μm～2.0μm，满足Ra≤3.2μm技术要

求；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加工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中的80支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

内、外表面光滑无台阶，无明显振刀纹，满足技术条件，各项指标均合格，为合格的产品，即

本实施例的方法的成品率为98％。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TC4钛合金无缝管材的单支成材率

为43％以上。

[006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配料范围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限制，凡是根

据发明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结构变化，均仍属于本

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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