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181290.2

(22)申请日 2018.03.0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38068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8.10

(73)专利权人 哈尔滨理工大学

地址 15004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林

园路4号

(72)发明人 李峰　王野　康文　

(51)Int.Cl.

B21C 23/06(2006.01)

B21C 25/00(2006.01)

审查员 周凌云

 

(54)发明名称

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及

方法

(57)摘要

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及

方法，涉及一种金属板材的高效挤压成形装置及

方法，用以解决目前金属板材挤压成形法所需能

耗过大、工序流程多、材料利用率低、工艺柔性差

及品质性能协调控制困难等系列问题。装置：凸

模2端部设计了防打滑结构2-1，套筒3和法兰7通

过螺纹3-1相互连接，通过环状限位块9或分体限

位块10及其高度h的调整调控挤出板材形状与厚

度。方法：坯料4放入套筒3后，通过扭转机构1带

动凸模2下行加载，坯料4顺次流入底部型腔直至

完全挤出。该方法无需额外工序即可实现强塑变

技术的细晶改性功效并能定制不同规格的板材

制品，本发明适用于高性能金属板材制品的挤压

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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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扭转机构（1）、凸

模（2）、防打滑结构（2-1）、套筒（3）、局部约束环（5）、螺栓（6）、法兰（7）、底座（8）、环状限位

块（9）或分体限位块（10），环状限位块（9）或分体限位块（10）设在底座（8）上，法兰（7）设在

环状限位块（9）或分体限位块（10）上，套筒（3）设在法兰（7）内，套筒（3）外表面与法兰（7）内

表面设有螺纹，局部约束环（5）设在坯料（4）底部，坯料（4）设在套筒（3）内，凸模（2）设在套

筒（3）内，坯料（4）上方，扭转机构（1）设在凸模（2）上方，通过该装置将坏料（4）成形为圆形

板件（4-1）或带状板件（4-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凸模（2）端

部设计了防打滑结构（2-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通过在坯

料（4）底部添加的局部约束环（5），可以在板材挤出成形过程中起到背压作用，使板材在成

形过程中始终受到三向压应力。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套筒（3）和

法兰（7）通过螺纹相互连接，根据实际需要，可更换不同内径d或圆角R的套筒（3）满足多种

尺寸坯料及变形比的要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通过采用

不同高度h的环状限位块（9）或分体限位块（10），挤出不同厚度的圆形板件（4-1）或带状板

件（4-2）。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通过更

换不同内径d的套筒（3）和对环状限位块（9）或分体限位块（10）高度h的调整，可得到变形比

的变化范围为5~100。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其特征在于套筒（3）的

圆角R的变化范围为1~10mm。

8.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制备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一、根据所制备板材形状尺寸及晶粒细化程度要求，选择不

同高度h的环状限位块（9）或分体限位块（10）和不同内径d、不同圆角R的套筒（3），即得到相

应的变形比；二、将螺栓（6）放进底座（8）的沉孔中，并将底座（8）和螺栓（6）一起放在压力机

工作台上；三、将所选择的环状限位块（9）或分体限位块（10）上的螺栓孔对准螺栓（6）放在

底座（8）上，将局部约束环（5）放在底座（8）的中心位置；四、将所选择的套筒（3）和法兰（7）

用螺纹连接，保证套筒（3）与法兰（7）的工作平面水平，用螺栓（6）连接底座（8）和套筒（3）与

法兰（7）的组合体；五、将坯料（4）放入套筒（3）中，并卡在局部约束环（5）中，然后将凸模（2）

以及扭转机构（1）依次放入套筒（3）中；六、驱动扭转机构（1），让其带动凸模（2）做旋转运

动；七、压力机缓慢下行，以一定的速度对扭转机构（1）施加载荷，坯料（4）顺次流入底部型

腔直至完全挤出；八、迅速把扭转机构（1）与凸模（2）从套筒（3）中取出，将底座（8）和套筒

（3）与法兰（7）的组合体分开，取出挤压制品。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制备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压力

机下行加载速度范围为1~100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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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板材的加工成形方法，具体涉及一种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

压成形方法，属于挤压成形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钣金构件因具有质轻、壁薄等结构特征且可通过轻量化设计实现航空航天、交通

运载、武器装备及民品制造等领域长期追求节能减排的目的，因此，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用量

逐年递增且使用范围也不断拓宽，备受研究者们的青睐。目前现有高性能金属板材加工成

形途径主要有轧制、铸轧和挤压等。

[0003] 板材传统轧制工艺分为：热轧、温轧、冷轧等。其中，热轧由于温度过高，轧制时轧

件温度不易均匀，表面有氧化皮存在等原因，不利于控制板材形状、尺寸精度及表面质量；

在温轧制过程中，由于轧件和轧辊的温度较高，要求冷却润滑条件必须与之相适应，因此必

须提高乳液的稳定性及提高工艺润滑油的着火点；冷轧成形中易产生残余应力，对板形及

质量控制必然产生影响。同时冷轧后形成了加工硬化，使得板材延伸率降低。

[0004] 随着对轧制技术的不断改进及推陈出新，涌现出了交叉轧制、累积叠轧、异步轧

制、侧面预轧等特种轧制技术。交叉轧制是指改变了轧制方向(改变90°)，虽然降低了各向

异性，但由于轧制方式的限制，交叉轧制增加了制板的工艺难度，不适合大规模生产；累积

叠轧是将板材先后进行裁剪—堆垛—轧制—再裁剪等工序，循环进行下去，以获得所需累

积应变量的板材制造方法。虽然克服了轧制过程中因板材厚度减小而导致对总变形量要求

的限制，但工艺流程长、生产效率偏低且易产生开裂缺陷；异步轧制是通过上下轧辊速度差

异产生搓轧效应促使板材组织晶粒细化改善了板材性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解决，如轧

机震颤等；侧面预轧法则是先对侧面进行轧制产生拉伸孪生来调整基面织构，但需要增加

中间退火工序，仅适用于具有一定厚度的板材。

[0005] 铸轧是目前生产金属板材常用的一种工艺方法，即将熔融态金属液浇入由一对等

径铸辊及其两侧封板围成的熔池中，铸辊同时起到铸造和轧制的双重作用，直接铸成薄带

材。但铸轧法也存在易氧化且夹杂物难以排除，难以控制板件的表面缺陷和内部偏析缺陷，

同时生产宽幅板材较困难且大多数需增加后续的精轧工序。

[0006] 挤压也是制造高性能金属板材的主要方法之一，但传统挤压只能生产长、窄特征

的板带材，宽幅受到限制且板带平面大多与挤压方向平行，压余和缩尾导致废料较多，板型

控制困难，所需能耗大，模具寿命较低，生产不同厚度板材时常需更换芯模。传统挤压法生

产的板材晶粒取向都是沿着某一方向且性能优于其他方向，各向异性显著。同时，多数板材

挤压成形后还需轧制处理，工序流程较长，生产效率不高。

[0007] 综上可知，传统加工成形方法难以满足高性能金属板材应用增量的实际需要，所

形成的供求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如何实现高性能金属板材的高效、低耗、短流程制备或加

工成形也是精确塑性成形前沿研究领域所关注的基础科学问题之一，随着科技创新的引领

及推动，新工艺新方法将不断涌现并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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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了高性能金属板材的短流程挤压成形装置及方法。为了解决

目前金属板材加工成形法所需工序流程长、道次较多、能耗偏大、工艺柔性差及品质性能调

控困难等系列问题。该方法通过装置结构及加载模式的合理设计，可实现强塑变技术的细

晶改性功效，在单道次内即可直接挤压成形出所需高性能板材制品，无需更换模具即可成

形出不同厚度的板材，并能实现对板材形状尺寸及组织性能一体化的精确调控。

[0009]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10] 装置：所述装置包括扭转机构、凸模、防打滑结构、套筒、螺纹、坯料、圆形板件、带

状板件、局部约束环、螺栓、法兰、底座、环状限位块、分体限位块。装置结构的关键在于各部

分结构设计。凸模端部设计了防打滑结构，套筒和法兰通过螺纹相互连接，根据实际需要，

可更换不同内径d或圆角R的套筒满足多种尺寸坯料及变形比的要求，同时通过对具有不同

高度h的环状限位块或分体限位块的调整挤出不同形状和厚度的板材。

[0011] 方法：所述方法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的：

[0012] 步骤一、根据所制备板材形状尺寸及晶粒细化程度要求，选择不同高度h的环状限

位块或分体限位块和不同内径d、不同圆角R的套筒，即得到相应的变形比；

[0013] 步骤二、将螺栓放进底座中，一起放置在压力机工作台上；

[0014] 步骤三、将所选择的环状限位块或分体限位块和局部约束环放在底座的指定位

置；

[0015] 步骤四、将所选择的套筒和法兰连接，用螺栓连接底座和套筒与法兰的组合体；

[0016] 步骤五、依次将坯料、凸模以及扭转机构放入套筒中；

[0017] 步骤六、驱动扭转机构，带动凸模进行转动；

[0018] 步骤七、压力机下行通过扭转机构和凸模对坯料进行施载，坯料顺次流入底部型

腔直至完全挤出；

[0019] 本发明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具体以下有益效果：

[0020] 一、本发明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挤压工艺在单道次内无需额外工序直接成形出所

需的高性能金属板材制品；

[0021] 二、板材成形过程中坯料由轴心处底部沿径向型腔向四周呈发散状变形流动，所

得流线也同向分布，与传统轧制板材流线的单一方向分布相比，综合力学性能得到显著改

善，更易于深加工成形（如拉深、胀形等）复杂形状构件；

[0022] 三、由于凸模对坯料的施载方向始终与板材成形方向垂直，能够提供较大剪切变

形量，可实现大塑性变形技术的细晶改性功效，获得深度改性的高性能板材；

[0023] 四、通过改变套筒与底座的间隙即可调控板材厚度，同时结合套筒底部内侧圆角

半径大小即可根据实际需要定量调控晶粒的细化程度，工艺柔性好；

[0024] 五、采用软金属材质制作的局部约束环可以在板材挤出成形过程中起到背压作

用，使板材在成形过程中始终受到三向压应力，防止板材在成形过程中出现翘曲、褶皱等缺

陷，显著提高板材成形质量；

[0025] 六、凸模下行加载的同时，施加了扭转运动，改变了坯料与套筒接触面上的摩擦力

作用方向，显著降低了所需成形设备的吨位及载荷；

[0026] 七、通过该方法实现了高性能板材形状与组织性能一体化的短流程协同调控。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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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结构简单、实效性强，易于在生产实际中实施推广。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装置的主剖视图（圆形板件4-1成形前）；

[0028] 图2是本发明装置的主剖视图（圆形板件4-1成形后）。

[0029] 图3是本发明圆形板件4-1立体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环状限位块9与底座8的俯视图和立体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装置的主剖视图（带状板件4-2成形前）；

[0032] 图6是本发明装置的主剖视图（带状板件4-2成形后）。

[0033] 图7是本发明带状板件4-2立体图；

[0034] 图8是本发明分体限位块10与底座8的俯视图和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包括扭转机构1、凸模2、

防打滑结构2-1、套筒3、螺纹3-1、坯料4、圆形板件4-1、局部约束环5、螺栓6、法兰7、底座8、

环状限位块9。本实施方式由以下几个步骤完成：一、根据所制备板材形状尺寸及晶粒细化

程度要求，选择不同高度h的环状限位块9或分体限位块10和不同内径d、不同圆角R的套筒

3，即得到相应的变形比；二、将螺栓6放进底座8的沉孔中，并将底座8和螺栓6一起放在压力

机工作台上；三、将所选择的环状限位块9或分体限位块10上的螺栓孔对准螺栓6放在底座8

上，将局部约束环5放在底座8的中心位置；四、将所选择的套筒3和法兰7用螺纹3-1连接，保

证套筒3与法兰7的工作平面水平，用螺栓6连接底座8和套筒3与法兰7的组合体；五、将坯料

4放入套筒3中，并卡在局部约束环5中，然后将凸模2以及扭转机构1依次放入套筒3中；六、

驱动扭转机构1，让其带动凸模2做旋转运动；七、压力机下行通过扭转机构1和凸模2对坯料

4进行施载，坯料4顺次流入底部型腔直至完全挤出；八、把扭转机构1与凸模2从套筒3中移

出，将底座8和套筒3与法兰7的组合体分开，取出圆形板件4-1制品；

[0036] 具体实施方式二：结合图5~8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分体限位块10为两个

小半圆状，挤出成形出带状板件4-2、其它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7] 具体实施方式三：结合图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中套筒3的圆角R与实施

方式一的不同，其它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8] 具体实施方式四：结合图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套筒3的直径d与实施方

式一的不同，其它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9] 具体实施方式五：结合图1~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环状限位块9的高度h与

实施方式一的不同，其它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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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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