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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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51169.X

(22)申请日 2019.02.28

(71)申请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地址 710055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

中段13号

(72)发明人 庞玉华　杨一　林鹏程　罗远　

何威威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亿诺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61220

代理人 何春江

(51)Int.Cl.

B21B 1/16(2006.01)

B21B 27/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

制方法涉及机械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尺寸

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轧制工具设计，具体包括轧辊设计和导板设计，

将轧辊设置为双曲面类圆台形轧辊，具体为：轧

辊的母线由两个曲线相连而成；将导板的一面设

置为曲面；构造变形区：将所述两个导板曲面相

对放置，两个轧辊放置在所述导板之间，两个导

板和两个轧辊围成的区域为变形区；构造等椭圆

度变形区：变形区内椭圆度保持不变；本发明提

供了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

通过设计双曲面类圆台形轧辊和曲面形导板，构

造等椭圆度变形区，可以在显著抑制心部曼内斯

曼效应的前提下产生剧烈塑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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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轧制工具设计，具体包括轧辊设计和导板设计，将轧辊设置为双曲面类圆台形轧辊，

具体为：轧辊的母线由两个曲线相连而成；将导板的一面设置为曲面；

2）构造变形区：将所述两个导板曲面相对放置，两个轧辊放置在所述导板之间，两个导

板和两个轧辊围成的区域为变形区；

3）构造等椭圆度变形区：变形区内椭圆度保持不变；

4）选取轧制进料方式：倒进式轧制方式，即轧制过程中坯料从轧辊的大端进入变形区；

5）选材：选取直径60-500mm，长度300-15000mm的2219铝合金坯料；

6）轧制：两个轧辊分别绕其中心轴线转动，将坯料经过加热后，按照上述轧制进料方式

将加热后的坯料送入变形区，坯料在变形区内螺旋前进，并从轧辊小端输出，实现变截面轧

制，完成轧制过程后，进行坯料冷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轧辊

母线上靠近轧辊大端的曲线为第一曲线，第一曲线两端之间的连线为第一中线，轧辊母线

上靠近小端的曲线为第二曲线，第二曲线两端之间的连线为第二中线；

第一曲线上的点距离第一中线的最大距离不大于5mm，第二曲线上的点距离第二中线

的最大距离不大于2.5mm；

第一中线和第二中线之间的夹角为4-7度。

3.如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轧辊

上第一曲线绕该轧辊轴线转动形成的曲面对应变形区的区域为轧制区，轧辊上第二曲线绕

该轧辊轴线转动形成的曲面对应变形区的区域为归圆区；轧制区长度为归圆区长度的2.5-

5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轧辊

大端直径为坯料直径的3-6倍，轧辊小端直径为坯料直径的2.5-4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椭圆

度为变形区同一横截面内，两个导板之间的最大距离和两个轧辊之间的距离之比，变形区

内任意横截面处的椭圆度均相等，椭圆度为1.03-1.05。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坯料

加热为坯料在加热炉中加热，加热的温度为400-430摄氏度，加热时间T为T=Db×（0.6-0.8）

min，其中Db为坯料直径；

变形区内辊面锥角斜度α为6-7度，送进角β为21-23度、辗轧角 为20.5-22.5度、轧辊转

速n为25-50  r/min、直径压下率ε为39-57%；

坯料冷却为坯料空冷或坯料水冷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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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超细晶/纳米晶材料及制备技术是当前材料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这一方向

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人们通过持续细化晶粒不断提高多晶材料强韧化水平的努力。其中，尤

其以剧烈塑性变形（Severe  Plastic  Deformation，简称SPD）技术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0003] 现在，主流的SPD工艺包括高压扭转（HPT）、等通道转角挤（ECAP）、累积叠轧（ARB）、

多向锻造（MF）和扭转挤压（TE）五种方法，其中：

（1）高压扭转变形：在材料厚度上加载数个GPa的压力的同时，下模或者下冲头旋转通

过主动的摩擦作用施加扭矩在材料横截面上，促使材料产生轴向压缩和切向剪切变形的塑

性加工成形工艺，高压扭转的特点在于工件为盘状，尺寸较小，直径一般为10-20mm，厚度为

0.2-0.5mm。

[0004] （2）等径角挤压变形：试样在冲头的压力作用下通过两个相同通道的转角,  产生

剪切大塑性变形,  而试样横截面的形状和面积保持不变,故经过多次反复挤压就可以将各

道次的应变量累积。

[0005] （3）累积叠轧法：板料经过表面脱脂钢刷处理以露出其新鲜的表面,然后将两块板

料叠合在一起并在室温或者一定的加热温度下进行轧制使两块板料结合成为一块板料，此

后将轧制复合的板料从中间切断,从而得到尺寸与原始单板料尺寸相同的两块复合板,然

后将得到的两块复合板料进行新一轮的加工。

[0006] （4）扭转挤压：Beygelzime等提出该工艺。此方法也是通过剪切变形细化晶粒的成

型技术，将柱状坯料挤压通过扭转模，与HPT类似，存在变形不均匀问题，细化晶粒效果低于

ECAP和HPT。

[0007] （5）多向锻造：对材料不同的方向进行反复墩粗和拔长，引入大的塑性变形，以此

来实现晶粒的细化以及材料性能的提高。但是，该方法存在明显的应变梯度，应变均匀性较

其他SPD方法差，实际有效的剧烈变形区尺寸也远不能满足工业级的要求。因而晶粒细化效

果要明显低于ECAP和HPT。

[0008] （6）一 种 大 尺 寸 铝 合 金 超 细晶 棒 材 的 等 距 螺 旋 轧 制 方 法（申 请 号

201810172446.0），采用正锥形辊对圆形坯料进行等辊距轧制，该成型过程中技术参数：送

进角为13~15°、辗轧角为19~21°、轧辊转速n为25~45r/min、直径压下率1.5%~9.5%、孔型椭

圆度为1.3-1.6等，实现了大尺寸超细晶棒材的制备。但是，该方法存在变形不均匀等不足，

有待进一步改善。

[0009] 铝合金是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类有色金属结构材料，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 高

的强度、好的延性和韧性。上海交通大学白亮等人在专利【CN  1995419  B】中提及了一种制

备超细晶变形铝合金的方法。通过浇注、机械振动、挤压和热处理的方法，从而达到细化晶

粒和提高机械性能的目的，最终获得了晶粒度小于10μm的等轴晶粒，由于浇注过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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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铸件容易出现缺陷，难以满足工业化需求。

[0010] 中南大学肖代红等人在专利【CN101876041  A】提及了一种Al-Cu-Mg-Ag系超细耐

热铝合金的制备方法。此专利的制备方法是首先以挤压比为8-15进行热挤压，然后在350-

430℃进行多道次等径角热挤压，得到的晶粒尺寸在600nm-2000nm范围内，但挤压比为8-15

的挤压工艺和多道次等径角挤压对模具强度、模具磨损和产品尺寸等方面限制较大，难以

在工业生产中进行量产。

[0011] 佛山市深达美特种铝合金有限公司甄锦辉等人在专利【CN  103060584  A】中提及

了一种超细晶6061铝合金及其制备方法。通过添加Mn元素和Cr元素调整6061铝合金成分的

比例，经过熔铸、热挤压成型、热处理、拉伸矫直、锯切、检测等步骤，获得了平均晶粒尺寸在

30μm以下的超细6061铝合金。受限于挤压模具强度、模具磨损和产品尺寸的问题，难以在工

业生产中进行量产。

[0012] 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分院任政等人在专利【CN  104722945  A】中提及了一种

超细晶铝合金焊丝及其制备方法。虽然该方法可有效提高焊接结构强度，提高铝合金焊丝

的焊接性能，但是由于其制备尺寸较小，难以产生工业化的应用价值。

[0013] 现有技术的缺点：

（1）ECAP变形过程中，坯料与模具全接触，摩擦力大，因而成型载荷大，成品尺寸小，且

材料利用率低，生产效率低，难以实现工业化需求的大尺寸超细晶材料的制备。

[0014] （2）HPT成形载荷巨大，现有成形设备一般不具备工业化大尺寸制品的超过几十

GPa的加载能力，只适用于超薄制品如薄膜的成形，通常变形前坯料为Φ10-15×1-10mm的

圆柱体。

[0015] （3）ARB工艺受限于变形区体积和变形均匀性的影响，其变形区厚度仅为mm级别。

同时，由于所制备的超细晶均为饼状的拉长晶粒，其力学性能较三维等轴晶粒差。因此，受

加载能力和变形不均匀程度的限制，ARB仅能制备超薄板材。

[0016] （4）MF和TE由于变形不均匀性严重，致使晶粒尺度不均，晶粒结构稳定性较差，性

能降低，而且同样无法制备大尺寸锻件。

[0017] （5）一种大尺寸超细晶棒材的等距螺旋轧制方法（申请号201810172446.0），存在

的主要缺点：

1）原有技术的轧辊形状为正圆锥形，坯料进入轧辊后，因轧辊直径逐渐增加，轧辊与坯

料接触区域速度逐渐增加，会导致坯料心部与边部的变形速度差增加，从而加剧变形不均

性。

[0018] 2）轧辊间距为等间距，直径压下率逐渐降低，变形较小，因而晶粒细化效果会逐渐

减弱。

[0019] 综合分析可知：现有专利或论文中提及的铝合金细晶工艺，大都采用铝合金铸锭

反复球磨，然后热挤压的方法或者采用多道次热挤压和等径角挤压结合的工艺。但这些专

利中得到的超细晶铝合金几何尺寸均较小，暂时无法推广到航空航天领域。

发明内容

[0020]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明显减少横向宽展变形，降低心部拉应力，同时还能

增大螺距，减少螺旋轧制的反复辗轧次数，从而抑制曼氏效应，减小裂纹出现几率并提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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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均匀性，晶粒细化效果会逐渐加强，晶粒细化效果更好的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

晶轧制方法。

[0021] 本发明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轧制工具设计，具体包括轧辊设计和导板设计，将轧辊设置为双曲面类圆台形轧辊，

具体为：轧辊的母线由两个曲线相连而成；将导板的一面设置为曲面；

2）构造变形区：将所述两个导板曲面相对放置，两个轧辊放置在所述导板之间，两个导

板和两个轧辊围成的区域为变形区；

两个轧辊中的一个轧辊上由该轧辊的大端面中心处指向该轧辊小端面中心处的方向

为第一方向；另一轧辊上由该轧辊的大端面中心处指向该轧辊小端面中心处的方向为第二

方向；

所述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之间的夹角为锐角；

3）构造等椭圆度变形区：变形区内椭圆度保持不变；

4）选取轧制进料方式：倒进式轧制方式，即轧制过程中坯料从轧辊的大端进入变形区；

5）选材：选取直径Φ60-500mm，长度300-15000mm的2219铝合金坯料；

6）轧制：两个轧辊分别绕其中心轴线转动，将坯料经过加热后，按照上述轧制进料方式

将加热后的坯料送入变形区，坯料在变形区内螺旋前进，并从轧辊小端输出，实现变截面轧

制，完成轧制过程后，进行坯料冷却。

[0022] 优选地，轧辊母线上靠近轧辊大端的曲线为第一曲线，第一曲线两端之间的连线

为第一中线，轧辊母线上靠近小端的曲线为第二曲线，第二曲线两端之间的连线为第二中

线；

第一曲线上的点距离第一中线的最大距离不大于5mm，第二曲线上的点距离第二中线

的最大距离不大于2.5mm；

第一中线和第二中线之间的夹角为4-7度。

[0023] 优选地，轧辊上第一曲线绕该轧辊轴线转动形成的曲面对应变形区的区域为轧制

区，轧辊上第二曲线绕该轧辊轴线转动形成的曲面对应变形区的区域为归圆区；轧制区长

度为归圆区长度的  2.5-5倍。

[0024] 优选地，轧辊大端直径为坯料直径的3-6倍，轧辊小端直径为坯料直径的2.5-4倍。

[0025] 优选地，椭圆度为变形区同一横截面内，两个导板之间的最大距离Ddx和两个轧辊

之间的距离Dgx之比，变形区内任意横截面处的椭圆度均相等，椭圆度为1.03-1.05。

[0026] 优选地，坯料加热为坯料在加热炉中加热，加热的温度为400-430摄氏度，加热时

间T为T=Db×（0.6-0.8）min，其中Db为坯料直径；

变形区内辊面锥角斜度α为6-7度，所述辊面锥角斜度α为第一中线与轧制线夹角，送进

角β为21-23度，所述送进角为在轧制过程中，轧辊轴线与轧制线在包含轧制线的水平面上

投影的夹角；辗轧角γ为20.5-22.5度，辗轧角γ为在轧制过程中，轧辊轴线与轧制线在包

含轧制线的垂直平面上投影的夹角；轧辊转速n为25-50  r/min，直径压下率ε为39-57%，直

径压下率ε为坯料直径与轧后棒材直径的差与坯料直径的比值；

坯料冷却为坯料空冷或坯料水冷至室温。

[0027]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通过设计双曲面类圆台形轧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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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曲面形导板，构造等椭圆度变形区，可以在显著抑制心部曼内斯曼效应的前提下产生剧

烈塑性变形。

[0028] （2）通过合理设计特殊的送进角、辗轧角、轧辊转速、椭圆度变形工具和技术参数，

不仅可明显减少横向宽展变形，降低心部拉应力，同时还能增大螺距，减少螺旋轧制的反复

辗轧次数，从而抑制曼氏效应，减小裂纹出现几率并提高变形均匀性。

[0029] （3）此制备方法为倒进式轧制，轧辊为双曲面类圆台形轧辊，坯料从轧辊直径最大

一端进入辗轧变形区，被咬入后发生塑性变形；坯料进入轧辊之间的辗轧变形区后，随着接

触辗轧变形区轧辊直径的逐渐减小，轧辊沿轧件前进方向的分速度逐渐降低，轧件前进受

阻，降低金属沿轴向的变形不均性，从而提高变形均匀性。

[0030] （4）第一中线和第二中线之间的夹角即轧辊的双曲面夹角θ为4-7度，可有效控制

轧制区与归圆区长度的比值，提高轧后工件的表面质量以及变形均匀性。轧制区呈轧辊间

距剧烈减小的单锥形，辊面锥角斜度α为6-7度，为常规曼式斜轧的1.7-3.5倍，可实现加倍

的单位时间直径压缩变形，变形程度能够始终保持大塑性变形，即晶粒细化效果会逐渐加

强，晶粒细化效果更好。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双曲面类圆台形轧辊及变形区示意图。

[0032] 图2为轧制过程主视图。

[0033] 图3为图2中A-A截面示意图。

[0034] 图4为轧制过程俯视图。

[0035] 图5为铝合金初始显微组织图。

[0036] 图6为实施例一中轧制完成后铝合金显微组织图。

[0037] 附图标记：1-轧辊，2-导板，3-坯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本发明提供一种大尺寸铝合金棒材的超细晶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轧制工具设计，具体包括轧辊1设计和导板2设计，将轧辊1设置为双曲面类圆台形轧

辊1，具体为：轧辊1的母线由两个曲线相连而成；将导板2的一面设置为曲面；

2）构造变形区：将所述两个导板2曲面相对放置，两个轧辊1放置在所述导板2之间，两

个导板2和两个轧辊1围成的区域为变形区；

3）构造等椭圆度变形区：变形区内椭圆度保持不变；

4）选取轧制进料方式：倒进式轧制方式，即轧制过程中坯料3从轧辊1的大端进入变形

区；

5）选材：选取直径Φ60-500mm，长度300-15000mm的2219铝合金坯料3；

6）轧制：两个轧辊1分别绕其中心轴线转动，将坯料3经过加热后，按照上述轧制进料方

式将加热后的坯料3送入变形区，坯料3在变形区内螺旋前进，并从轧辊1小端输出，实现变

截面轧制，完成轧制过程后，进行坯料3冷却。

[0039] 轧辊1母线上靠近轧辊1大端的曲线为第一曲线，第一曲线两端之间的连线为第一

中线，轧辊1母线上靠近小端的曲线为第二曲线，第二曲线两端之间的连线为第二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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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曲线上的点距离第一中线的最大距离不大于5mm，第二曲线上的点距离第二中线

的最大距离不大于2.5mm；

第一中线和第二中线之间的夹角为4-7度。

[0040] 轧辊1上第一曲线绕该轧辊1轴线转动形成的曲面对应变形区的区域为轧制区，轧

辊1上第二曲线绕该轧辊1轴线转动形成的曲面对应变形区的区域为归圆区；轧制区长度为

归圆区长度的2.5-5倍。

[0041] 轧辊1大端直径为坯料3直径的3-6倍，轧辊1小端直径为坯料3直径的2.5-4倍。

[0042] 椭圆度为变形区同一横截面内，两个导板2之间的最大距离和两个轧辊1之间的距

离之比，变形区内任意横截面处的椭圆度均相等，椭圆度为1.03-1.05。

[0043] 坯料3加热为坯料3在加热炉中加热，加热的温度为400-430摄氏度，加热时间T为T

=Db×（0.6-0.8）min，其中Db为坯料3直径；

变形区内辊面锥角斜度α为6-7度，送进角β为21-23度、辗轧角 为20.5-22.5度、轧辊1

转速n为25-50  r/min、直径压下率ε为39-57%；

坯料3冷却为坯料3空冷或坯料3水冷至室温。

[0044] 实施例一：

下面通过具体示例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下面的示例以坯料3规格为Φ86

×400的2219铝合金棒材为例，然而，本发明不限于此，也可通过本发明的方法生产其他规

格的2219铝合金棒材。

[0045] 1）轧制工具设计，具体包括轧辊1设计和导板2设计，将轧辊1设置为双曲面类圆台

形轧辊1，具体为：轧辊1的母线由两个曲线相连而成，如图1所示，其中一个曲线为曲线m和

曲线p之间的任意一曲线，该曲线两端之间的连线为第一中线n，另一曲线为曲线q和曲线t

之间的任意一曲线，该曲线两端之间的连线为第二中线s；将导板2的一面设置为曲面；轧辊

1大端直径D为410mm，轧辊1小端直径d为260mm；

2）构造变形区：将所述两个导板2设置为曲面的一面相对设置，并将两个导板2设置在

所述轧辊1之间，两个导板2及两个轧辊1围成的区域为变形区；

轧辊1上第一曲线绕该轧辊1轴线转动形成的曲面对应变形区的区域为轧制区，轧辊1

上第二曲线绕该轧辊1轴线转动形成的曲面对应变形区的区域为归圆区；轧制区长度L1为

归圆区长度L2的4.5倍；

3）构造等椭圆度变形区：变形区内椭圆度保持不变；椭圆度为变形区同一横截面内，两

个导板之间的最大距离Ddx和两个轧辊之间的距离Dgx之比，如图3所示，变形区内任意横截

面处的椭圆度均相等，椭圆度为1.03；

4）选取轧制进料方式：倒进式轧制方式，即轧制过程中坯料3从轧辊1的大端进入变形

区；

5）选材，购置Φ86×400mm的2219铝合金棒材是生产厂家经真空自耗电弧炉熔炼、锻造

和机加工得到，质量符合轧制要求，2219铝合金棒材各部位组织分布均匀，未发现夹杂、气

孔等缺陷；

6）轧制：两个轧辊1分别绕其中心轴线转动，将坯料3在加热炉中加热，加热的温度为

410摄氏度，加热时间T为57min，将加热到温的2219铝合金棒材从加热炉转运至轧机导料槽

内，转运时间为8s。其中，轧制过程的工艺参数为：变形区内辊面锥角斜度α为6度，送进角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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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3度、辗轧角γ为22.5度、直径压下率ε为52%，轧辊1转速n为25r/min，坯料3从轧辊1大端

之间的变形区进入，并开始进行轧制，坯料3在变形区内螺旋前进直至从轧辊1小端之间的

变形区输出，实现变截面轧制，完成轧制过程。将轧制完成后的坯料3进行空冷至室温；

初始组织如图5所示，图中晶粒平均尺寸为75μm；采用本发明方法，图6为轧制完成后

2219铝合金显微组织，其中晶粒尺寸为2.5μm  左右，晶粒细化程度为96.7%。

[0046] 轧辊1母线上靠近轧辊1大端的曲线为第一曲线，第一曲线两端之间的连线为第一

中线，轧辊1母线上靠近小端的曲线为第二曲线，第二曲线两端之间的连线为第二中线；

第一曲线上的点距离第一中线的最大距离为5mm，第二曲线上的点距离第二中线的最

大距离为2.5mm；

第一中线和第二中线之间的夹角即轧辊1双曲面夹角θ为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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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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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0

CN 109909295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