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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

它涉及一种热成形方法，它包括：一、准备原始坯

料：检查原始的挤压棒材，用锯床进行下料，得到

一定尺寸的棒材；二、镦粗制坯：将得到的棒材加

热后在不同温度平砧模具上进行镦粗；模具温度

高于坯料温度；三、将镦粗后的锻件冷却至室温，

测量鼓肚处和两端面的直径，进行鼓肚程度的计

算。本发明使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与模具接

触的坯料温度升高，有利于材料流动和热传导，

从而实现大高径比棒料镦粗，改善了普通镦粗高

径比范围内鼓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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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一、准备原始坯料：检查原始的挤压棒材，用锯床进行下料，得到一定尺寸的棒材；

二、镦粗制坯：将得到的棒材加热后在不同温度平砧模具上进行镦粗，镦粗高径比为

3.0-4.0的棒材，以1mm/s的速度镦粗至51.75mm，变形量为50-60%；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

高于的温度区间为30℃-120℃；

三、将镦粗后的锻件冷却至室温，测量鼓肚处和两端面的直径，进行鼓肚程度的计算；KD

＝（DG－DD）÷DD，其中：DG为镦粗后锻件鼓肚处直径；DD镦粗后锻件端面直径，KD表征鼓肚程

度，该方法成形前使用Deform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进行模拟，采用二分法寻找合理的模具

温度，高温镦粗产生双鼓肚，此时模具温度T1，等温镦粗产生鼓肚，此时模具温度T2，在T1-

T2温度区间内必存在某一温度T，模具温度为T时，镦粗不产生鼓肚，取下一次实验温度为T3

=（T1+T2）/2，若模具温度为T3时镦粗结果为鼓肚，则下一次实验温度T4=（T3+T1）/2；若模具

温度为T3时镦粗结果为双鼓肚，则下一次实验温度T4=（T3+T2）/2，以此类推直至找到合理

模具温度T。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得到的

棒材镦粗变形量为50%。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一种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模

具比坯料温度高7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棒材截

面为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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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热成形方法，具体涉及一种通过合理控制模具温度和坯料温度，

使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热锻造是依赖模具而进行塑性加工的方法。在锻造的众多参数中，模具温度对于

锻件的成形影响十分显著。普通热模锻一般模具温度低于坯料温度，而等温热模锻是坯料

温度和模具温度在相同温度。为此提出一种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成形方法，该方法有

别于传统热锻造成形方法，并在热镦粗工艺上进行相关验证。

[0003] 镦粗工艺作为锻造中最为基础的成形工序之一，广泛应用于锻造制坯。一般模锻

原始坯料为棒料，为了获得合理的预成形坯料形状，往往需要对棒料进行锻造预制坯，镦粗

是锻造预制坯的关键工序。传统自由锻镦粗的高径比(高度与直径之比)≤2.5-3，当镦粗高

径比＞3时，会产生弯曲失稳，并可能发展成折叠，不能成功实现镦粗变形，因此一般为防止

镦粗时的纵向弯曲，棒料高度与直径之比一般采取2-2.2范围内。以铝合金为例，在航空航

天领域，飞行器等向整体化、大型化趋势发展，随之而来使毛坯的尺寸规模逐渐增大，而原

始棒料外径尺寸受制于目前的金属冶炼和挤压工艺、设备水平，在保证组织性能的要求下

无法获得大直径棒料，制备大型锻件所需要饼坯经常通过对原始棒料进行镦粗来获得，所

以大高径比镦粗而不发生失稳成为镦粗制坯的主要难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克服现有技术不足，提供一种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该

方法可实现大高径比棒料镦粗以及改善普通高径比镦粗鼓肚现象。具体通过使模具温度高

于坯料温度实现该成形方法，并在热模锻基础工艺镦粗工艺进行验证。该方法有别于传统

热锻造成形方法，传统热锻造成形方法为模具温度低于坯料温度(热锻)或模具温度等同于

坯料温度(等温锻)，通过该方法可以获得超越传统镦粗高径比极限，及改善普通镦粗高径

比范围内鼓肚现象。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07] 一、准备原始坯料：检查原始的挤压棒材，用锯床进行下料，得到一定尺寸的棒材；

[0008] 二、镦粗制坯：将得到的棒材加热后在不同温度平砧模具上进行镦粗，以1mm/s的

速度镦粗至51.75mm，变形量为50-60％；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高于的温度区间为30℃-

120℃；

[0009] 三、将镦粗后的锻件冷却至室温，测量鼓肚处和两端面的直径，进行鼓肚程度的计

算；

[0010] KD＝(DG-DD)÷DD，其中：DG为镦粗后锻件鼓肚处直径；DD镦粗后锻件端面直径，KD表

征鼓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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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镦粗高径比为3.0-4.0的棒材。

[0012]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合理控制模具温度和坯料温度，

使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与模具接触的坯料温度升高，有利于材料流动和热传导，从而实

现对鼓肚现象的改善和大高径比棒料镦粗，是一种有效降低鼓肚程度，实现大高径比镦粗

的成形方法，对部分模锻件的研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镦粗得到的有限元模拟模型图；

[0015] 图2为三种镦粗得到的锻件数值模拟图；

[0016] 图3为二分法下不同温度组的模拟结果图；

[0017] 图4为实施例中用2024铝合金棒料；

[0018] 图5为实施例中镦粗后的锻件图；

[0019] 图6为分别采用等温镦粗和高温镦粗高径比为3.7的镦粗结果比对图；

[0020] 图7为二分法下不同组模具温度模拟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一种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22] 一、准备原始坯料：检查原始的挤压棒材，用锯床进行下料，得到一定尺寸的棒材；

[0023] 二、镦粗制坯：将得到的棒材加热后在不同温度平砧上进行镦粗，以1mm/s的速度

镦粗至51.75mm，变形量为50-60％；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高于的温度区间为30℃-120

℃；

[0024] 三、将镦粗后的锻件冷却至室温，测量鼓肚处和两端面的直径，进行鼓肚程度的计

算；

[0025] KD＝(DG-DD)÷DD，其中：DG为镦粗后锻件鼓肚处直径；DD镦粗后锻件端面直径，KD为

鼓肚程度。

[0026]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可选取，模具比坯料温度高75℃。必要时，步骤一车掉外皮可

能存在的粗晶环。

[0027] 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能镦粗高径比为3.0-4.0的棒材。棒材截面为圆形。

[0028] 结合图1-图7说明，以一个具体实施例说明模具温度高于坯料温度的热成形方法，

它包括以下方面：

[0029] 一、在实验之前先使用Deform软件建立图1所示的有限元模型进行模拟。模拟用原

始坯料尺寸为高度为400mm，半径为200mm，压下量60％，即镦粗至高度为160mm，在不发生鼓

肚的理想状态下，坯料变形后半径为316.228mm。引入KD量，用来表征鼓肚程度，KD即为镦粗

后锻件鼓肚处直径与端面处的直径差值除以端面处直径。公式：KD＝(DG-DD)÷DD，其中：DG为

镦粗后锻件鼓肚处直径；DD镦粗后锻件端面直径。普通镦粗、等温镦粗及高温镦粗结果见图

2，依次对应，从左至右显示的模具温度比坯料低、模具温度和坯料温度相同以及模具温度

比坯料温度高的镦粗。

[0030] 测量计算得表1。从表1及图2中，左侧图为普通镦粗，坯料外轮廓往右边鼓，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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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肚，中间图为等温镦粗，坯料外轮廓也往右边鼓，而右侧图可以看出在高温模具镦粗时不

仅镦粗中的鼓肚问题得到改善明显，而且在模具温度较高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双鼓肚，其

原因是与工件接触的坯料流动速度较坯料中间局部的金属材料流动速度快，出现此种情况

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在等温镦粗和高温镦粗之间一定存在一个不产生鼓肚的模具温度，采

用二分法寻找合理的模具温度(本发明中的二分法：高温镦粗产生双鼓肚，此时模具温度

T1，等温镦粗产生鼓肚，此时模具温度T2，在T1～T2温度区间内必存在某一温度T，模具温度

为T时，镦粗不产生鼓肚，取下一次实验温度为T3＝(T1+T2)/2，若模具温度为T3时镦粗结果

为鼓肚，则下一次实验温度T4＝(T3+T1)/2；若模具温度为T3时镦粗结果为双鼓肚，则下一次

实验温度T4＝(T3+T2)/2)，以此类推直至找到合理模具温度T)。

[0031] 表1模拟结果数据处理

[0032]

[0033] 采用二分法之后的各组模拟结果见图3，上排图显示等温镦粗、普通镦粗和高温镦

粗；下排图显示高温模具镦粗下模具温度分别为430℃，436℃和439℃；测量计算结果见表

2，由图以及数据，可以很明显看出随着模具温度的变化，镦粗结果的变化情况。模具温度与

坯料温度相差越大，则鼓肚的情况改善越明显，因为材料的流动速度随着温度升高而变快，

并且材料的变形抗力也因为模具向坯料不断传热而降低。但是也要将工艺控制温度在适当

的范围内，否则会出现双鼓肚的情况。最终模拟所得合理模具温度为439℃，模具与坯料的

温差59℃。

[0034] 表2二分法多组模拟结果数据处理

[0035]

[0036] 二、实验采用图4所示2024铝合金棒料，原始坯料尺寸直径为69mm，高为103.5mm，

共四件，高径比1.5。实验最高模具温度取450℃。实验取坯料温度均为370℃，然后模具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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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10℃到450℃之间，温度差距间隔相等为80℃，取四个温度，进行4组以温度为单一变量

的对比实验。压下量：50％，即压至51.75mm。变形速率：1mm/s，摩擦条件：无润滑。

[0037] 三、镦粗后得到图5所示锻件，待其冷却至室温后测量各组锻件尺寸，分别测量各

组锻件上下两个端面的直径，鼓肚处最大直径以及件的高度。计算镦粗比：KH为坯料高与压

下量的比值，鼓肚程度KD，结果见表3。从结果可以看出，四组实验方案铝合金坯料镦粗后锻

件都没有出现侧面开裂等缺陷，镦粗结果均较好。结果表明，高温模具镦粗的锻件鼓肚程度

都要更小。经记录的数据处理之后，由引入的KD量对比来看，第4组实验方案即高温模具实

验组KD更小，即鼓肚的程度是最小的。且在四组实验方案中，随着模具温度的升高，KD量在不

断的减小，鼓肚程度也在不断减小。

[0038] 表3镦粗实验数据

[0039]

[0040] 四、使用Deform软件进行大高径比镦粗可行性研究。建立有限元模型，坯料为棒

料，直径为100mm固定不变，改变坯料的高度从250mm以10mm递增，压下量固定为50％，高温

镦粗时模具温度为480℃，坯料温度为380℃，等温镦粗时模具温度为380℃，坯料温度为380

℃，每种规格坯料均进行等温镦粗和高温镦粗模拟。当镦粗高径比达到3.7时，如图6所示，

右侧图显示高温镦粗产生双鼓肚，左侧图显示等温镦粗产生鼓肚，按照步骤一中的二分法

寻找不产生鼓肚的合理模具温度，多组实验结果见图7，分别显示模具温度为380℃、405℃、

430℃和480℃时的二分法模具温度模拟结果。最终确定对于直径为100mm的2024铝合金棒

材，采用模具温度为405℃，坯料温度为380℃，50％压下量，可以实现镦粗高径比达3.7而不

失稳。

[0041] 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案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

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以利用上述揭示的结构及技术内容做

出些许的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案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

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案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

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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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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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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