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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大尺寸金属环形件电子束熔丝增材制坯+环
轧成形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是一种大尺寸金属环形件电子束熔
丝增材制坯+环轧成形方法，
该方法将精密环轧
技术与电子束熔丝增材制造技术结合，
利用轧辊
对电子束增材制坯进行辗压变形，
实现高性能环
形件的精确快速成形。
本发明制备的大尺寸金属
环形件组织为细小均匀的变形组织，
消除了电子
束熔丝增材制坯零件的铸态组织、
气孔及未熔合
等缺陷 ，
降 低并改善零件内部的残余应力及分
布，
显著提高电子束增材制造大尺寸金属环件使
用过程中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同时 ，
该方法
大幅减少环形件的成形工序、提高生产效率，
降
低零件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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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大尺寸金属环形件电子束熔丝增材制坯+环轧成形方法，
该大尺寸金属环形件
的直径为

其特征在于：
该成形方法的步骤如下：

步骤一、
根据大尺寸金属环形件的形状生成带有余量的环形锭坯(3)的三维模型，
采用
的焊丝(2)在沉积基板(4)上进行电子束熔丝增材制备环形锭坯(3) ，
电子束熔丝堆积方向平行于环形锭坯(3)的轴向方向，
沉积基板(4)材料与丝材(2)为同种
合金；
步骤二、
成形结束后，
将环形锭坯(3)与沉积基板(4)切割分离；
步骤三、
对环形锭坯(3)表面吹砂，
之后在环形锭坯(3)表面涂覆玻璃润滑剂；
步骤四：
采用卧式数控径-轴双向精密环轧机对环形锭坯(3)进行径-轴双向轧制，
环轧
前，
环形锭坯(3)、
轧机驱动辊(5)及芯辊(6)需预热至250℃～350℃，
将热透后的环形锭坯
(3)迅速放入轧机驱动辊(5)和芯辊(6)之间，
环形锭坯(3)转移放置时间小于1 .5min，
驱动
辊(5)线速度0 .5m/s～1m/s，
芯辊(6)进给速度为2mm/s～5mm/s，
端面轧辊(8)压制速度为
0 .5mm/s～3mm/s，
实现环形锭坯(3)轴向变形的同时并保证其端面平整，
环形锭坯(3)轧制
变形量为10％～100％，
轧制完成后得到环形锻件(7)。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尺寸金属环形件电子束熔丝增材制坯+环轧成形方法，
其特
征在于：
环形锭坯(3)在环轧前进行鐓粗预变形，
变形方向平行于环形锭坯(3)的轴向方向，
变形量为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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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寸金属环形件电子束熔丝增材制坯+环轧成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大尺寸金属环形件电子束熔丝增材制坯+环轧成形方法，
属于增材
制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航空航天、
兵器装备、船舶等现代工业高端装备正向着大型化、数字化、极端恶劣
条件下寿命与可靠性增长的目标快速发展，
致使其镍基合金、
不锈钢、
钛合金等关键金属部
件尺寸愈来愈大、
结构日益复杂、性能要求不断提高，
对制造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
前，
国内的大尺寸金属环形件多采用环轧制坯后再进行机械加工获得最终零件。主要加工
工艺流程为：
棒坯→鐓粗→冲孔→环轧→热处理→机械加工。但由于大尺寸环形件所需的
环形锭坯尺寸较大，
受限于国内生产的棒坯尺寸规格较小，
往往采用未经开坯的铸锭进行
鐓粗以满足构件尺寸形状要求，
而且需要万吨级以上的重型锻造设备及大型锻造模具来保
证环形锭坯的成形质量。
虽然通过环轧或热处理工艺可使铸锭组织破碎、
细化，
但铸锭原始
组织均存在粗大枝晶和严重偏析，
且制备过程需反复加热，
导致晶粒粗大，
使得成形后的锻
件出现组织混晶不均匀、质量一致性差等问题。此外，
对鐓粗后的饼坯进行冲孔使得环形锭
坯锻造流线被切断，
严重影响环件的综合性能，
且该方法材料利用率低，
工艺流程长，
能源
耗损大，
导致零件成本居高不下。
[0003] 电子束熔丝快速成形技术是在真空环境中利用电子束熔化送进的金属丝材直接
制造金属零件或近净成形毛坯的新型增材制造技术，
具有生产柔性好、
成型效率高、
生产成
本低等优点，
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电子束熔丝增材制造零件在特殊
的条件下进行快速制造经常致材料内部存在微孔洞、未熔合和较大的残余应力，
同时由于
熔化道和熔池的存在，
使所制备的零件表面粗糙度较高，
微观组织与锻件组织有很大区别，
且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严重影响零件的使用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正是针对上述国内现有的技术状况而设计提供了一种大尺寸金属环形件
电子束熔丝增材制坯+环轧成形方法。其目的是综合增材制造和塑性成形具有的独特优势，
即成形效率高、
材料利用率高、
变形抗力小，
通过大变形量加工成形形状复杂和质量要求较
高的大尺寸金属环形件。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该种大尺寸金属环形件电子束熔丝增材制坯+环轧成形方法，
该大尺寸金属环形
件的直径为
[0007]

用

其特征在于：
该成形方法的步骤如下：

步骤一、
根据大尺寸金属环形件的形状生成带有余量的环形锭坯3的三维模型，
采
的焊丝2在沉积基板4上进行电子束熔丝增材制备环形锭坯3，
电子

束熔丝堆积方向平行于环形锭坯3的轴向方向，
沉积基板4材料与丝材2为同种合金；
[0008] 步骤二、
成形结束后，
将环形锭坯3与沉积基板4切割分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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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三、
对环形锭坯3表面吹砂，
之后在环形锭坯3表面涂覆玻璃润滑剂；
[0010] 步骤四：
采用卧式数控径-轴双向精密环轧机对环形锭坯3进行径-轴双向轧制，
环
轧前，
环形锭坯3、
轧机驱动辊5及芯辊6需预热至250℃～350℃，
将热透后的环形锭坯3迅速
放入轧机驱动辊5和芯辊6之间，
环形锭坯3转移放置时间小于1 .5min，
驱动辊5线速度0 .5m/
s～1m/s，
芯辊6进给速度为2mm/s～5mm/s，
端面轧辊8压制速度为0 .5mm/s～3mm/s，
实现环
形锭坯3轴向变形的同时并保证其端面平整，
环形锭坯3轧制变形量为10％～100％，
轧制完
成后得到环形锻件7。
[0011] 进一步，
环形锭坯3在环轧前进行鐓粗预变形，
变形方向平行于环形锭坯3的轴向
方向，
变形量为30％～100％，
充分破碎环形锭坯3中沿电子束熔丝堆积方向生长的粗大柱
状晶组织。
[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中，
金属环形件的直径为

尺寸比较大，

通过电子束熔丝增材制造避免了环形件冲孔的问题，
同时与径-轴双向精密环轧成形技术
结合在一起，
使环形锭坯3在驱动辊5、
芯辊6及端面轧辊8的相互辗压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
晶粒得到显著细化，
同时在三向压应力作用下可有效消除电子束沉积层存在的气孔、未熔
合等缺陷，
改善零件内部的残余应力分布，
提升增材制造环形件的疲劳寿命和可靠性，
进一
步扩大电子束熔丝增材制造环形件的应用范围。
[0013] 本发明方法不仅能够简化大尺寸环形件的成形工序、
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
而且还能够有效改善增材制造环形件的尺寸精度、
表面粗糙度、
组织性能及残余应力分布，
最终实现对大尺寸环形件的形性一体化控制。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方法中的电子束熔丝增材制造环形锭坯过程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方法中的环轧设备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实施本发明方法后获得的GH4169合金环形锻件
[0017] 图4为本发明方法实施例中的GH4169合金环形锻件的微观组织形貌
[0018] 图中：
1电子束枪；
2焊丝；
3环形锭坯；
4沉积基板；
5驱动辊；
6芯辊；
7环形锻件；
8端
面轧辊。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0] 参见附图1～2所示，
采用本发明方法成形GH4169合金环形件的步骤如下：
[0021]

步骤一、
该种环形件的直径为

根据该环形件的形状生成

带有余量的环形锭坯3的三维模型，
采用

的焊丝2在沉积基板4上进行

电子束熔丝增材制备环形锭坯3，
电子束熔丝堆积方向平行于环形锭坯3的轴向方向，
沉积
基板4材料与丝材2为同种合金；
[0022] 步骤二、
成形结束后，
将环形锭坯3与沉积基板4切割分离；
[0023] 步骤三、
对环形锭坯3表面吹砂，
之后在环形锭坯3表面涂覆玻璃润滑剂；
[0024] 步骤四、
采用卧式数控径-轴双向精密环轧机对环形锭坯3进行径-轴双向轧制，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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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前，
对环形锭坯3进行鐓粗预变形，
变形方向平行于环形锭坯3的轴向方向，
变形量为30％
～100％；
[0025]
另外，
将环形锭坯3、
轧机驱动辊5及芯辊6预热至250℃～350℃，
然后将热透后的
环形锭坯3迅速放入轧机驱动辊5和芯辊6之间，
环形锭坯3转移放置时间小于1 .5min，
驱动
辊5线速度0 .5m/s～1m/s，
芯辊6进给速度为2mm/s～5mm/s，
端面轧辊8压制速度为0 .5mm/s
～3mm/s，
实现环形锭坯3轴向变形的同时并保证其端面平整，
环形锭坯3轧制变形量为10％
～100％，
轧制完成后得到环形锻件7。
[0026] 步骤五、
对环形锻件7进行热处理强化。
[0027] 图3为实施本发明方法后获得的GH4169合金环形锻件，
图4为本发明方法实施例中
的GH4169合金环形锻件的微观组织形貌，
从图中可以看出，
由于径-轴双向环轧成形过程中
材料经历三向压应力剧烈变形，
且变形较为均匀，
可有效消除电子束熔丝后的零件组织粗
大、
气孔及未熔合等缺陷，
显著改善零件的组织性能、
残余应力分布及成形质量，
同时，
环形
件剧烈变形后可再经热处理获得均匀细小的变形组织，
实现环形件几何形状、
锻件组织与
综合性能的同步优化，
能够大幅提高零件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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