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316951.X

(22)申请日 2021.03.25

(71)申请人 太原理工大学

地址 030024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79

号

(72)发明人 冯光　付晓斌　王靓　张恒　

郜豪杰　申依伦　

(74)专利代理机构 太原科卫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14100

代理人 朱源

(51)Int.Cl.

B21B 1/38(2006.01)

B21B 47/00(2006.01)

B21B 4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金属复合板制备技术领域，具体

是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旨

在解决采用现有方法轧制的金属复合板界面结

合强度低的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使用

单向波纹辊和交叉波纹辊在波纹辊轧机上对基

板和复板分别预制波纹，使板坯结合面一侧为单

向波纹面，另一侧为交叉波纹面，随后将基板板

坯和复板板坯叠放，并在较低的压下率条件下进

行平轧。相比于传统轧制方法，该方法制坯简单，

所需压下率小，能耗低，可以减小残余应力，控制

板材翘曲，尤其能够提高结合强度，实现两种金

属之间更大范围的冶金结合，本发明可以制备出

高质量的金属复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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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基板和复板准备：选取变形抗力相对较小的金属板为基板（1），选取变形抗力相对

较大的金属板为复板（2）；

S2、制坯：将基板（1）放入波平轧机轧制，该波平轧机的上轧辊为单向波纹辊（3），所述

单向波纹辊（3）的表面是由横向波纹或纵向波纹形成的单向波纹曲面，下轧辊为平辊（4），

轧制后基板（1）的上表面为单向波纹面，下表面为平面，形成基板板坯（5）；将复板（2）放入

波平轧机轧制，该波平轧机的上轧辊为交叉波纹辊（6），所述交叉波纹辊（6）的表面是由横

向波纹和纵向波纹交叉形成的曲面，下轧辊为平辊（4），轧制后复板（2）的上表面为交叉波

纹面，下表面为平面，形成复板板坯（7）；使用钢丝刷对基板板坯（5）和复板板坯（7）的波纹

表面进行打磨，去除表面氧化层和污染物，将基板板坯（5）和复板板坯（7）波纹表面相对堆

叠放置并将边缘固连，得到金属复合板板坯（8）；

S3、复合板轧制：采用冷轧方法时直接将步骤S2得到的金属复合板板坯（8）送入平辊轧

机进行轧制，采用热轧/温轧方法时将步骤S2得到的金属复合板板坯（8）送入加热炉（9）加

热至指定温度后再送入平辊轧机进行轧制，所述平辊轧机的上、下轧辊均采用平辊（4），本

工序加工得到结合界面为复杂交叉波纹面而上、下表面为平面的金属复合板（10）；

S4、退火；

S5、精整：校直后切边，制成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2中，制作基板板坯（5）时采用交叉波纹辊（6），制作复板板坯（7）时采用单向波纹辊（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S2制作基板板坯（5）时，下轧辊采用与上轧辊相同的单向波纹辊（3）代替；步骤S2制作复板

板坯（7）时，下轧辊采用与上轧辊相同的交叉波纹辊（6）代替。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S2中，单向波纹辊（3）和交叉波纹辊（6）采用的波纹曲线为正弦曲线或抛物线

或三角形，且单向波纹辊（3）与交叉波纹辊（6）在对应方向上采用相同的几何参数。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2中，压下率选择范围为10%～4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3中，金属复合板板坯（8）送入平辊轧机进行轧制时，送入方向与单向波纹辊（3）的波纹

方向平行或垂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3中，金属复合板板坯（8）送入平辊轧机进行轧制时，单道次压下率选择范围为20%～

50%，平轧分为多个道次，直至复合板的厚度满足设计要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1中准备一块基板板坯（5）和两块复板板坯（7），在步骤S2中，在基板（1）的上下表面预制

相同的单向波纹面形成基板板坯（5），将两块复板板坯（7）分别堆叠放置在基板板坯（5）的

正上方和正下方，使基板板坯（5）和复板板坯（7）波纹表面相对，然后将边缘固连，得到金属

复合板板坯（8）。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3020261 A

2



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复合板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

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复合板是由两层或者多层异质金属经特殊工艺加工叠合在一起，实现界面冶

金结合的复合材料。金属复合板各组元相互独立，但是材料的最终性能并非各组元之间简

单的叠加，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改进。通过选择适当的材料和合理的工艺设计，可以生产出

满足不同条件的材料，如抗冲击、抗腐蚀、抗磨损及高的导热性、导电性等性能。合理的设计

可以使得金属层状复合材料具备以下优点：节约稀有金属和贵金属；具有耐高温、耐腐蚀的

优良性能；在保证材料应用场合的条件下，减小其使用重量；满足不同物理和机械性能，如

导电、导热、耐磨等。因而，被广泛地应用到石油、化工、船舶、冶金、电力、水利、交通、环保、

食品、制药等工业领域。

[0003] 金属复合板的制备过程比较复杂，而生产工艺是制备过程的中心环节。根据复合

组元的状态不同，层状金属复合板加工方法可分为固‑固相复合、固‑液相复合及液‑液相复

合三种方式。固‑固相复合主要有轧制复合法、挤压复合法、爆炸焊接复合法、扩散焊接接

法、爆炸焊接+轧制复合法等；固‑液相复合主要有铸轧法、反向凝固法、复合浇铸法、喷渡复

合法等；液相‑液相复合主要是指电磁连铸复合法。在上述各种方法中，轧制复合法是生产

金属复合板的一种较普遍的方法。轧制复合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轧机强大的压力作用，或

与热作用相结合，使待复合的两种金属(合金)产生塑性变形，最后形成以物理冶金键合方

式的两层金属复合材料。与单金属轧制相比，轧制复合法的初道次轧制变形量必须要达到

一定的临界量，这样才能形成初始的界面结合。根据轧制复合时是否加热，轧制复合法可以

分为热轧复合和冷轧复合。轧制复合制备金属叠层复合材料过程中，影响金属叠层复合材

料的因素很多，并且各种影响因素之间又存在复杂的关系，由于两种不同金属性能上的差

异，采用现有轧制方法制成的金属复合板一直存在结合强度低、残余应力大、翘曲严重、成

材率低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解决采用现有轧制方法制成的金属复合板界面结合强度低的技术问

题。为此，提出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金属复合板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基板和复板准备：选取变形抗力相对较小的金属板为基板，选取变形抗力相对

较大的金属板为复板（这里的相对较小和相对较大是将基板和复板的变形抗力进行对比得

出的结论）；

S2、制坯：将基板放入波平轧机轧制，该波平轧机上轧辊为单向波纹辊，所述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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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辊的表面是由横向波纹或纵向波纹形成的单向波纹曲面，下轧辊为平辊，轧制后基板

的上表面有单向波纹面，下表面为平面，形成基板板坯；将复板放入波平轧机轧制，该波平

轧机上轧辊为交叉波纹辊，所述交叉波纹辊的表面是由横向波纹和纵向波纹交叉形成的曲

面，下轧辊为平辊，轧制后复板的上表面为交叉波纹面，下表面为平面，形成复板板坯；使用

钢丝刷对基板板坯和复板板坯的波纹表面进行打磨，去除表面氧化层和污染物，将基板板

坯和复板板坯波纹表面相对堆叠放置并将边缘固连（保证轧制过程中基板板坯和复板板坯

受到非均匀的切向力时不会出现错位和跑偏），得到金属复合板板坯；

S3、复合板轧制：采用冷轧方法时直接将步骤S2得到的金属复合板板坯送入平辊

轧机进行轧制，采用热轧/温轧方法时将步骤S2得到的金属复合板板坯送入加热炉加热至

指定温度后再送入平辊轧机进行轧制，所述平辊轧机的上、下轧辊均采用平辊，本工序加工

得到结合界面为复杂交叉波纹面而上、下表面为平面的金属复合板；

S4、退火（即采用本领域常见的退火手段：先加热后冷却）；

S5、精整：校直后切边，制成成品。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在基板和复板待结合表面上预制出波纹形状，可以在轧制力的作用下促使两种

板材结合界面处产生剧烈的挤压变形和揉搓作用，氧化层破裂、新鲜和活化的金属原子流

出，使两种金属原子扩散效果得以加强；板材形成的周期性凹凸结构也会使结合界面处产

生强烈的机械啮合作用，尤其是两种板材预制波纹形状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这种作用

更为明显；

2）在组元板上预制波纹，只需要较小的压下量形成所需波纹即可，与使用波纹辊

轧制复合板的上下表面相比较，不需要大的压下量使波纹渗透至结合界面，可以降低对设

备的要求，减少能耗，还能保证界面结合效果；

3）本方法对组元板预制波纹，可以通过周期性的凸凹结构在对应的方向上为二道

次轧制预留材料的延伸余量，这样能够解决由于两种金属材料延伸率不同，导致终轧复合

板翘曲和残余应力大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基板预制波纹方案1示意图；

图2为基板预制波纹方案2示意图；

图3为复板预制波纹方案1示意图；

图4为复板预制波纹方案2示意图；

图5为预制波纹轧制金属复合板方案1示意图；

图6为预制波纹轧制金属复合板方案2示意图；

图中，1‑基板；2‑复板；3‑单向波纹辊；4‑平辊；5‑基板板坯；6‑交叉波纹辊；7‑复板

板坯；8‑金属复合板板坯；9‑加热炉；10‑金属复合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实施例一：

参照图1、3和5，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Mg/Al复合板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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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基板和复板准备：选取5052牌号铝合金板作为基板1，长宽高分别为100、50、

2mm，选取AZ31牌号镁合金板作为复板2，长宽高分别为100、50、2mm，5052牌号铝合金板的变

形抗力较小，AZ31牌号镁合金板的变形抗力较大，基板1与复板2的厚度比值为1；

S2、制坯：将基板1放入波平轧机轧制，该波平轧机上轧辊为表面设有纵向波纹的

单向波纹辊3，下轧辊为平辊4，单向波纹辊3的辊形曲线为正弦曲线，波幅为0.4mm，波长为

6.28mm，压下率选择20%，轧制后基板1的上表面有纵向的波纹，下表面为平面，形成基板板

坯5；将复板2放入波平轧机轧制，该波平轧机的上轧辊为交叉波纹辊6，下轧辊为平辊4，波

纹辊辊形曲线为正弦曲线，波幅为0.4mm，波长为6.28mm，压下率选择20%，轧制后复板2的上

表面为交叉波纹，下表面为平面，形成复板板坯7；使用钢丝刷对基板板坯5和复板板坯7待

结合的波纹表面进行打磨，去除表面氧化层和污染物，将基板板坯5和复板板坯7波纹表面

相对堆叠放置，并将边缘固连，得到金属复合板板坯8；这里基板板坯5和复板板坯7的边缘

固连采用铆接等常用方式即可；

S3、复合板轧制：将步骤S2得到的金属复合板板坯8放入保护气氛加热炉9中，400

℃保温15min；随后送入平辊轧机进行轧制，压下率选择40%，所述平辊轧机的上、下轧辊均

采用平辊4，本工序加工得到结合界面为复杂交叉波纹面而上、下表面为平面的金属复合板

10；

S4、将平轧后的金属复合板10放入保护气氛加热炉9进行退火处理，退火温度为

300℃，时间是30min；

S5、精整：校直后切边，制成成品。

[0009] 实施例二：

参照图1、3和5，一种预制波纹界面的Mg/Al复合板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基板和复板准备：选取5052牌号铝合金板作为基板1，长宽高分别为100、50、

2mm，选取AZ31牌号镁合金板作为复板2，长宽高分别为100、50、2mm，5052牌号铝合金板的变

形抗力较小，AZ31牌号镁合金板的变形抗力较大，基板1与复板2的厚度比值为1；

S2、制坯：将基板1放入波平轧机轧制，该波平轧机的上轧辊为表面设有横向波纹

的单向波纹辊3，下轧辊为平辊4，单向波纹辊3的辊形曲线为正弦曲线，波幅为0.4mm，波长

为6.28mm，压下率选择20%，轧制后基板1的上表面有沿横向的波纹，下表面为平面，形成基

板板坯5；将复板2放入波平轧机轧制，该波平轧机上轧辊为交叉波纹辊6，下辊为平辊4，交

叉波纹辊6的辊形曲线为正弦曲线，波幅为0.4mm，波长为6.28mm，压下率选择20%，轧制后复

板2的上表面为交叉波纹面，下表面为平面，形成复板板坯7；使用钢丝刷对基板板坯5和复

板板坯7待结合的波纹表面进行打磨，去除表面氧化层和污染物，将基板板坯5和复板板坯7

波纹表面相对堆叠放置，并将边缘固连，得到金属复合板板坯8；

S3、复合板轧制：将步骤S2得到的金属复合板板坯8放入保护气氛加热炉9中，400

℃保温15min；随后送入平辊轧机进行轧制，压下率选择40%，所述平辊轧机的上、下轧辊均

采用平辊4，本工序加工得到结合界面为复杂交叉波纹面而上、下表面为平面的金属复合板

10；

S4、将平轧后的金属复合板10放入保护气氛加热炉9进行退火处理，退火温度为

300℃，时间是30min。

[0010] S5、精整：校直后切边，制成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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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对比例一：

一种在复板表面预制交叉波纹的Mg/Al复合板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制坯：选取5052牌号铝合金板作为基板1，长宽高分别为100、50、2mm，选取AZ31

牌号镁合金板作为复板2，长宽高分别为100、50、2mm，5052牌号铝合金板的变形抗力较小，

AZ31牌号镁合金板的变形抗力较大，基板1与复板2的厚度比值为1；

S2、制坯：将基板1放入平辊轧机轧制，该轧机上下轧辊均为平辊4，压下率选择

20%，形成基板板坯5；将复板2放入波平轧机轧制，该波平轧机上轧辊为交叉波纹辊6，下辊

为平辊4，交叉波纹辊6的辊形曲线为正弦曲线，波幅为0.4mm，波长为6.28mm，压下率选择

20%，轧制后复板2的上表面为交叉波纹面，下表面为平面，形成复板板坯7；使用钢丝刷对基

板板坯5和复板板坯7的待结合表面（基板板坯5为平面，复板板坯7为交叉波纹面）进行打

磨，去除表面氧化层和污染物，将基板板坯5和复板板坯7待结合表面相对堆叠放置，并将边

缘固连（保证轧制过程中基板板坯5和复板板坯7受到非均匀的切向力时不会出现错位和跑

偏），得到金属复合板板坯8；

S3、复合板轧制：将步骤S2得到的金属复合板板坯8放入保护气氛加热炉9中，400

℃保温15min；随后送入平辊轧机进行轧制，压下率选择40%，所述平辊轧机的上、下辊均采

用平辊4，本工序加工得到结合界面为复杂网状结合面而上、下表面为平面的金属复合板

10；

S4、将平轧后的金属复合板10放入保护气氛加热炉9进行退火处理，退火温度为

300℃，时间是30min。

[0012] S5、精整：校直后切边，制成成品。

[0013] 对实施例一、实施例二和对比例一轧制成的复合板的特征和性能进行观察和测

定，相关项目和参数见下表：

评价项目 实施例一 实施例二 对比例一

板材翘曲 不明显 轻微 不明显

边裂现象 不明显 不明显 轻微

拉剪强度（轧向） 37.82MPa 39.17MPa 30.71MPa 

拉剪强度（横向） 34.51MPa 42.20MPa 32.66MPa

抗拉强度（轧向） 258.32MPa 269.77MPa 248.40MPa

抗拉强度（横向） 272. 94MPa 243.76MPa 235.33MPa

上表中的实验数据是在DNS200电子万能试验机上测得，除加工时采用的轧制方法

不同外，其他选择参数皆相同，结果如下：如上表所示，采用本发明中涉及的方法轧制Mg/Al

复合板，无论是实施例一还是实施例二均可获得结合强度更高的复合板，这与界面处直接

预制波纹有直接关系，能够加强结合界面处两种材料的塑性变形，进而促进金属原子的扩

散、实现更大范围的冶金结合；相比之下，对比例一获得的复合板，其力学性能参数稍有降

低，这是由于基板一侧的待复合表面为平面，当与复板在轧制压力的作用下实现复合时，产

生的塑性变形程度相对较低。采用本发明提出的新工艺轧制金属复合板，能达到提高两板

的结合强度、改善残余应力分布状态和减小板材翘曲的目的。

[0014] 本发明中，结合界面只要一侧为单向波纹，另一侧为交叉波纹即可。上述实施例

中，制作基板板坯5时采用单向波纹辊3，制作复板板坯7时采用交叉波纹辊6。其他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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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可在制作基板板坯5时采用交叉波纹辊6，制作复板板坯7时采用单向波纹辊3。

[0015] 参展图2、4、和6，步骤S2制作基板板坯5时，下轧辊采用与上轧辊相同的单向波纹

辊3代替；步骤S2制作复板板坯7时，下轧辊采用与上轧辊相同的交叉波纹辊6代替。这样轧

制基板1和复板2时，上下表面受力均匀，能够有效避免板材的翘曲。

[0016] 上述实施例中，步骤S2的单向波纹辊3和交叉波纹辊6的波纹曲线皆为正弦曲线，

且交叉波纹辊6与单向波纹辊3在对应方向上采用相同的几何参数。其他实施例中，单向波

纹辊3和交叉波纹辊6的波纹曲线选用其他常见图形亦可，优选抛物线或三角形。

[0017] 本发明中，步骤S2中压下率优选范围为10%～40%，保证在基板1和复板2表面形成

对应波纹形状。上述实施例采用20%，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为10%或40%。

[0018] 步骤S3中，金属复合板板坯8送入平辊轧机进行轧制时，送入方向与单向波纹辊3

的波纹方向平行或垂直。第一选择为平行，第二选择为垂直。

[0019] 步骤S3中，金属复合板板坯8送入平辊轧机进行轧制时，单道次压下率选择范围为

20%～50%，平轧分为多个道次，直至复合板的厚度满足设计要求。

[0020] 本发明不只适用于双层金属板的复合，三层金属板的复合亦可，即：在步骤S1中准

备一块基板板坯5和两块复板板坯7，在步骤S2中，在基板1的上下表面预制相同的单向波纹

面形成基板板坯5，将两块复板板坯7分别堆叠放置在基板板坯5的正上方和正下方，使基板

板坯5和复板板坯7波纹表面相对，然后将边缘固连，得到金属复合板板坯8。

[0021] 本发明创造并不限于所述实施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精神的

前提下还可做出种种的等同变形或替换，这些等同的变形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

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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