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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

件轧制工艺方法，采用的环坯外表面平直、内表

面具有用于贴合芯辊的周向槽型，环坯的叉型结

构向下放置且叉型结构下端面具有斜角，采用的

驱动辊为平直形状、芯辊外表面与设计环锻件内

表面吻合，芯辊具有凸缘且凸缘上端面具有斜

角，凸缘斜角能抵消叉型结构斜角的轴向偏载，

芯辊安装时凸缘斜角的底端外缘低于工作台平

面、顶端高于工作台平面，叉型结构斜角接触在

凸缘斜角上，凸缘斜角和叉型结构斜角形成的空

间使得环坯在轧制过程中外边缘下端产生自然

拉缩，减小驱动辊与环坯的贴合长度从而减小所

需径向轧制力。该方法使用现有卧式环轧机即可

完成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调整简

单，易于使用，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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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的环坯外表面平直、

内表面具有用于贴合芯辊的周向槽型，环坯的叉型结构向下放置且叉型结构下端面具有斜

角，采用的驱动辊为平直形状、芯辊外表面与设计环锻件内表面吻合，芯辊具有凸缘且凸缘

上端面具有斜角，凸缘斜角能抵消叉型结构斜角的轴向偏载，芯辊安装时凸缘斜角的底端

外缘低于工作台平面、顶端高于工作台平面，叉型结构斜角接触在凸缘斜角上，凸缘斜角和

叉型结构斜角形成的空间使得环坯在轧制过程中外边缘下端产生自然拉缩，减小驱动辊与

环坯的贴合长度从而减小所需径向轧制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设凸缘斜

角为α，α增大会增加径向轧制力需求，必须使α增加后的径向轧制力小于卧式环轧机的公称

径向轧制力，同时使径向轧制力的最大值与轴向轧制力的最大值在轧制过程的时间上错

开，α的计算式为

其中，Fmax为卧式环轧机芯辊与基座连接部位能承受的最大轴向载荷，P为大型铝合金

叉型截面环件所需的径向轧制力。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设凸缘宽

度为L，L的计算式为

其中，θ为叉型结构斜角，Fmax为卧式环轧机芯辊与基座连接部位能承受的最大轴向载

荷，P为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所需的径向轧制力，L1为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在轴向

的投影总长度，L2为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上的叉型结构在轴向的投影长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叉型结构

斜角比凸缘斜角大2‑5°。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环坯内表

面的周向槽型深度为30‑50m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芯辊轧制

进给速度为0.1～0.6mm/s。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环坯的加

工方法是，先铸锭，多向镦拔破碎粗大相细化均化晶粒，然后镦粗冲孔去连皮得到初始饼状

环坯，然后通过自由锻马架扩孔得到直径尽量大的矩形环坯，然后径向轧制整圆得到矩形

环坯，然后机加工矩形环坯内表面和下端面得到所需的异形截面环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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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材料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是一类非常典型、截面形状非常复杂的环件，被广泛用于航

天工业，具有若干个直径尺寸系列，5米及以上等级直径尺寸由于用料多、径厚比大，制造困

难。目前，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的制造工艺是先进行矩形截面环件轧制，再进行大量的后续

机械加工得到叉型截面环件，不但浪费原材料，而且极大增加了制造周期。

[0003] 为顺应航天轻量化要求，新型铝铜、铝锂合金的合金化程度提高，限制了合金铸锭

的直径，因而限制了能用于环件轧制的铸锭重量，无法进一步提高航天装备的轻量化水平

和环件的直径等级，因此进行异型截面环件轧制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0004] 现有卧式轧环机力能刚好满足原来5米直径铝合金矩形截面环件锻件的轧制要

求，同时芯辊的轴向极限偏载小于20吨，但是异型截面环件锻件要包含径向、轴向和周向的

试样块，必须增加原来矩形截面环件锻件的轴向高度，从而提高了轧环机轧制力能要求。因

此，在现有卧式轧环机上进行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面临轧制力能不足、轧制过程

不稳定、轴向偏载过大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方法，该方法针对现

有卧式环轧机轧制力能不足、轧制过程不稳定、轴向偏载过大等问题，使用现有卧式环轧机

即可完成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的轧制生产，工艺调整简单，易于使用，稳定性好。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轧制工艺方法，采用的环坯外表面平直、内表面具

有用于贴合芯辊的周向槽型，环坯的叉型结构向下放置且叉型结构下端面具有斜角，采用

的驱动辊为平直形状、芯辊外表面与设计环锻件内表面吻合，芯辊具有凸缘且凸缘上端面

具有斜角，凸缘斜角能抵消叉型结构斜角的轴向偏载，芯辊安装时凸缘斜角的底端外缘低

于工作台平面、顶端高于工作台平面，叉型结构斜角接触在凸缘斜角上，凸缘斜角和叉型结

构斜角形成的空间使得环坯在轧制过程中外边缘下端产生自然拉缩，减小驱动辊与环坯的

贴合长度从而减小所需径向轧制力。

[0008] 进一步地，设凸缘斜角为α，α增大会增加径向轧制力需求，必须使α增加后的径向

轧制力小于卧式环轧机的公称径向轧制力，同时使径向轧制力的最大值与轴向轧制力的最

大值在轧制过程的时间上错开，α的计算式为

[0009]

[0010] 其中，Fmax为卧式环轧机芯辊与基座连接部位能承受的最大轴向载荷，P为大型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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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叉型截面环件所需的径向轧制力。

[0011] 进一步地，设凸缘宽度为L，L的计算式为

[0012]

[0013] 其中，θ为叉型结构斜角，Fmax为卧式环轧机芯辊与基座连接部位能承受的最大轴

向载荷，P为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所需的径向轧制力，L1为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在

轴向的投影总长度，L2为大型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上的叉型结构在轴向的投影长度。

[0014] 进一步地，叉型结构斜角比凸缘斜角大2‑5°。

[0015] 进一步地，环坯内表面的周向槽型深度为30‑50mm。

[0016] 进一步地，芯辊轧制进给速度为0.1～0.6mm/s。

[0017] 进一步地，环坯的加工方法是：先铸锭，多向镦拔破碎粗大相细化均化晶粒，然后

镦粗冲孔去连皮得到初始饼状环坯，然后通过自由锻马架扩孔得到直径尽量大的矩形环

坯，然后径向轧制整圆得到矩形环坯，然后机加工矩形环坯内表面和下端面得到所需的异

形截面环坯。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该方法针对现有卧式环轧机轧制力能不足、轧制过程不稳定、轴向偏载过大等问

题，使用原有的平直驱动辊和带凸缘的芯辊，使用现有卧式环轧机即可完成大型铝合金叉

型截面环件的轧制生产，工艺调整简单，易于使用，稳定性好。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大型2xxx系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锻件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卧式轧环机的芯辊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异形截面环坯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开始轧制时异形截面环坯在卧式轧环机上的装配关系示意

图。

[0024] 图5是实际轧制成形的大型2xxx系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锻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实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6] 现有卧式轧环机最大径向轧制力300吨，最大轴向轧制力200吨，芯辊轴向承载范

围±20吨。本发明实施例中环锻件如图1所示，外径 最大壁厚175mm，最小壁厚

60mm，整体轴向高度529mm，叉型结构部分轴向高度207mm，叉型结构斜角28°，根据图1所示

的环锻件体积，考虑体积不变、中间制坯过程的消耗和2xxx铝合金铸锭质量，得到所需去皮

铸锭为 从去皮铸锭到最终大型2xxx系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锻件的生产工艺

过程包括：1)铸锭多向镦拔破碎粗大相细化均化晶粒；2)镦粗冲孔去连皮得到初始饼状环

坯 1555x300x530mm；3)自由锻马架扩孔得到直径尽量大的矩形环坯 3000x2600x552mm；

4)径向轧制整圆得到矩形环坯 3200x2828x552mm；5)机加工矩形环坯内表面和下端面得到

异形截面环坯；6)异形截面环坯装上环轧机轧制成大型2xxx系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锻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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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在本实施例中，凸缘宽度L的计算公式为： 叉型结构斜角θ＝

28°，卧式环轧机芯辊与基座连接部位能承受的最大轴向载荷Fmax＝20吨，卧式轧环机最大

径向轧制力300吨，叉型截面环件所需径向轧制力取为卧式轧环机最大径向轧制力P＝300

吨，叉型截面环件在轴向的投影总长度L1＝529mm，叉型截面环件的叉型部分在轴向的投影

长度L2＝207mm，得到 取L＝165mm。

[0028] 在本实施例中，凸缘斜角α计算公式为： 卧式环轧机芯辊与基座连

接部位能承受的最大轴向载荷Fmax＝20吨，卧式轧环机最大径向轧制力300吨，将达到最大

轴向载荷Fmax时叉型截面环件所需径向轧制力与卧式轧环机最大径向轧制力错开，取P＝

250吨，得到 取α＝5°。

[0029] 在本实施例中，带凸缘的芯辊如图2所示，工作状态为轴向竖直方位，图2中左端连

接到卧式轧环机底座工作箱，其连接方式和工作箱强度只允许±20吨的轴向载荷，超过该

范围将发生芯辊上移或工作箱压溃。由上述计算得到，该芯辊的凸缘宽度165mm，最大外径

凸缘上端面有一个5°的斜面。

[0030] 在本实施例中，异形截面环坯如图3所示。该异型截面环坯内表面轮廓与图1所示

实施实例环锻件内表面轮廓相似，环坯内表面轮廓深度为50mm，下端面有一个斜面，即叉型

结构斜角，该斜角比对应的凸缘斜角大3°，此处取为8°。

[0031] 在本实施例中，将异形截面环坯装上卧式轧环机轧制成大型2xxx系铝合金叉型截

面环件锻件。在开始轧制时，异形截面环坯在卧式轧环机上的装配关系示意图如图4所示。

轧环机的驱动辊保持平直，不需要更换，将带凸缘的芯辊的轴向位置向上平移到高出工作

台平面25mm处，凸缘外缘为R60圆角。

[0032] 在本实施例中，将异形截面环坯吊装转运到卧式轧环机工作台面上尽量靠近驱动

辊的位置，然后芯辊向驱动辊方向快速进给，通过芯辊法兰斜面与异形截面环坯下端斜面

的配合，当异形截面环坯接触到驱动辊后，控制芯辊轧制进给速度在0.1～0.6mm/s之间，保

证轧制过程连续持续进行10～12分钟，直到达到预定的外径 5052mm。实际轧制得到的大型

铝合金叉型截面环件如图5所示。

[0033] 应当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

而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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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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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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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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