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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对金属粉末进行挤压，制成

金属料块；使用第一连续挤压机对所述金属料块

进行初级成型挤压，挤压为初级型材；使用第二

连续挤压机对初级型材进行挤压，形成产品件。

本发明还公开一种连续挤压成型装置，包括制块

机、块料输送装置、第一连续挤压机、第二连续挤

压机和产品收集装置。本发明所述的金属粉末连

续挤压成型方法及装置具实现从金属粉末到连

续挤压到成品的连续生产，尤其对于大长度连续

的金属产品，实现了以金属粉末连续制取，极大

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制块过程无

需高温烧结，相比传统制作颗粒料或杆料的工

艺，更加节能，保证了材料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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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对金属粉末进行挤压，制成金属料块；

b.使用第一连续挤压机对所述金属料块进行初级成型挤压，挤压为初级型材；

c.使用第二连续挤压机对初级型材进行挤压，形成产品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属粉末合金连续挤压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挤压压

力为400-600MP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属粉末合金连续挤压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b和步骤c

之间，将所述初级型材进行防氧化加热。

4.一种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制块机、块料输送装置、第一连

续挤压机、第二连续挤压机和产品收集装置，所述块料输送装置设置于制块机和第一连续

挤压机之间，用于将制块机制得的金属块料输送至第一连续挤压机，所述第一连续挤压机

产出的物料进入第二连续挤压机，所述第二连续挤压机产出的物料进入产品收集机进行收

集，所述制块机包括相互配合的冲头和模具。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续挤压

机和第二连续挤压机之间设有防氧化加热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块机包

括冲头、模具、进料斗、第一滑板、第二滑板和底板，所述冲头与模具相配合，所述模具上设

有上下贯穿模具的内孔，所述模具固定于第一滑板上，所述第一滑板能在底板上滑动使模

具能在进料斗下方和冲头下方往复移动，所述第二滑板设置于第一滑板的下方，位置与冲

头对应，所述第二滑板上设有料块掉落通道，所述第二滑板能在底板上滑动带动料块掉落

通道移动进而控制所述内孔的底部打开与封闭，所述块料输送装置位于第二滑板的下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块机包括第

一进料斗、第二进料斗、第一模具和第二模具，所述第一模具与第一进料斗位置对应时，第

二模具与冲头的位置对应，所述第二模具与第二进料斗位置对应时，第一模具与冲头的位

置对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滑板与第

二滑板的滑动方向相互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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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方法及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金属粉末冶金是以各种金属粉末为原材料，通过压制成形、烧结和必要的

后续处理来制造成品和金属材料的工艺。20世纪30年代时，金属粉末冶金工艺成功制造出

多孔含油轴承，随着廉价铁粉的运用，粉末冶金工艺开始大规模在汽车、纺织等工业领域应

用。近些年来，金属粉末冶金逐渐成为制造新材料的加工方法。粉末冶金的具体流程为：第

一步制取和准备原料粉末，此粉末可以是纯金属、非金属、金属化合物以及其他化合物；第

二步根据产品设计模具，将粉末压制成成品所需形状；最后是烧结、成型。连续挤压是有色

金属、钢铁材料生产与零件生产、零件成型加工的主要生产方法之一，也是各种复合材料、

粉末材料等先进材料制备与加工的重要方法。连续挤压以颗粒料或杆料为坯料，巧妙地利

用了变形金属与工具之间的摩擦力。由旋转的挤压轮上的矩形断面槽和固定模座所组成的

环形通道起到普通挤压法中挤压筒的作用，当挤压轮旋转时，借助于槽壁上的摩擦力不断

地将杆状坯料送入而实现连续挤压。连续挤压时坯料与工具表面的摩擦发热较为显著，因

此，对于低熔点金属，如铝及铝合金，不需进行外部加热即可使变形区的温度上升400～500

℃而实现热挤压。虽然传统工艺解决很多生产需要，得到广泛应用。但是随着工业突飞猛进

的发展，对原材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制作工艺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工业的要求。由于

颗粒料或杆料为坯料，现有技术无法以粉末为原料直接进行连续挤压生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以上问题的提出，而研究设计一种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方法及装

置。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手段如下：

[0004] 一种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a.对金属粉末进行挤压，制成金属料块；

[0006] b.使用第一连续挤压机对所述金属料块进行初级成型挤压，挤压为初级型材；

[0007] c.使用第二连续挤压机对初级型材进行挤压，形成产品件。

[0008] 进一步地，步骤a中，挤压压力为400-600MPa。

[0009] 进一步地，在步骤b和步骤c之间，将所述初级型材进行防氧化加热。

[0010] 一种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装置，包括制块机、块料输送装置、第一连续挤压机、

第二连续挤压机和产品收集装置，所述块料输送装置设置于制块机和第一连续挤压机之

间，用于将制块机制得的金属块料输送至第一连续挤压机，所述第一连续挤压机产出的物

料进入第二连续挤压机，所述第二连续挤压机产出的物料进入产品收集机进行收集，所述

制块机包括相互配合的冲头和模具。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连续挤压机和第二连续挤压机之间设有防氧化加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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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所述制块机包括冲头、模具、进料斗、第一滑板、第二滑板和底板，所述

冲头与模具相配合，所述模具上设有上下贯穿模具的内孔，所述模具固定于第一滑板上，所

述第一滑板能在底板上滑动使模具能在进料斗下方和冲头下方往复移动，所述第二滑板设

置于第一滑板的下方，位置与冲头对应，所述第二滑板上设有料块掉落通道，所述第二滑板

能在底板上滑动带动料块掉落通道移动进而控制所述内孔的底部打开与封闭，所述块料输

送装置位于第二滑板的下方。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制块机包括第一进料斗、第二进料斗、第一模具和第二模具，所述

第一模具与第一进料斗位置对应时，第二模具与冲头的位置对应，所述第二模具与第二进

料斗位置对应时，第一模具与冲头的位置对应。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滑板与第二滑板的滑动方向相互垂直。

[0015]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发明所述的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方法及装置具有以下优

点：

[0016] 1、实现了从金属粉末到连续挤压到成品的连续生产，尤其对于大长度连续的金属

产品，实现了以金属粉末连续制取，兼具了粉末冶金和连续挤压技术的优点，极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0017] 2、制块过程无需高温烧结，为物理变化过程，相比传统制作颗粒料或杆料的工艺，

更加节能，并且制块过程中材料不会氧化，保证了材料的性能。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连续挤压成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图1的俯视图(不含物料输送管道和金属粉末料仓)。

[0020]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制块机的结构示意图(局部剖视)。

[0021] 图4是图3的A-A剖视图。

[0022] 图5是图3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一种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a.对金属粉末进行挤压，制成金属料块，挤压力没有特殊要求，只要能把金属粉末

挤压成块即可；

[0025] b.使用第一连续挤压机对所述金属料块进行初级成型挤压，挤压为初级型材；

[0026] c.使用第二连续挤压机对初级型材进行挤压，形成产品件。

[0027] 步骤a中，挤压压力为400-600MPa，挤压成块后将金属料块输送至第一连续挤压

机，第一连续挤压机挤压得到的初级型材输送至第二连续挤压机进行进一步挤压，在第一

连续挤压机和第二连续挤压机之间将所述初级型材进行防氧化加热。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装置，包括制块机1、块料输送装置

2、第一连续挤压机3、第二连续挤压机4和产品收集装置5，所述块料输送装置2设置于制块

机1和第一连续挤压机3之间，用于将制块机1制得的金属块料输送至第一连续挤压机3，所

述第一连续挤压机3产出的物料进入第二连续挤压机4，所述第二连续挤压机4产出的物料

进入产品收集机5进行收集，所述制块机1包括相互配合的冲头和模具。本实施例使用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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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挤压机为SGJY350-00-00连续挤压机，为现有技术中的成熟机型。所述第一连续挤压机3

和第二连续挤压机4之间设有防氧化加热装置6，防氧化加热装置6为电加热装置，为现有技

术。本实施例所述的金属粉末连续挤压成型装置包括两个并联的制块机1，同步进行制块，

两个制块机的原料均来自金属粉末料仓7，两个制块机均通过物料输送管道8与金属粉末料

仓7相连。

[0029] 如图3至图5所示，所述制块机1包括冲头101、模具102、进料斗103、第一滑板104、

第二滑板105和底板106，所述冲头101与模具102相配合，所述模具102上设有上下贯穿模具

的内孔107，所述内孔107根据所需料块的形状进行设置，所述模具102固定于第一滑板104

上，所述第一滑板104能在底板106上滑动使模具102能在进料斗103下方和冲头101下方往

复移动，所述第二滑板105设置于第一滑板104的下方，位置与冲头101对应，所述第二滑板

105上设有料块掉落通道108，所述第二滑板105能在底板106上滑动进而控制块料掉落通道

108与所述内孔107的连通与否，所述块料输送装置2的履带位于第二滑板105的下方。所述

冲头101、第一滑板104和第二滑板105均配备有各自的驱动装置，本实施例中，所述冲头101

由第一液压缸109驱动，五个冲头101呈一列固定在滑块110上，所述滑块110能沿竖直的导

向杆111滑动，所述导向杆111固定在顶板112上，所述顶板112通过支撑柱113支撑在底板

106上。所述底板106上设有第一滑道114，所述第一滑板104由第二液压缸115驱动在第一滑

道114上做往复运动，所述第一滑板104的运动方向垂直于冲头101的排列方向。所述底板

106上还设有第二滑道116，所述第二滑板105由第三液压缸117驱动在第二滑道116上做往

复运动，本实施例中，第二滑道116为设置在底板106上的条状开口，使得块料掉落通道108

与模具102的内孔107连通，使块料能够掉落到下方的块料输送装置2上。所述第二滑板105

的滑动方向与冲头101的排列方向平行。也就是说，所述第一滑板104与第二滑板105的滑动

方向相互垂直，使设备更加紧凑，节省了生产所需空间。

[0030] 所述制块机1包括两个进料斗103，分别为第一进料斗103’、第二进料斗103”，相应

地，包括两个模具102，分别为第一模具102’和第二模具102”，所述第一模具102’与第一进

料斗103’位置对应时，第二模具102”与冲头101的位置对应，此时第一模具102’进行金属粉

末物料装载，第二模具102”进行挤压制块，此时第二滑板105封住内孔107的底部，第一液压

缸109驱动冲头下移进行冲压，冲压到时，压力继电器动作，停止冲压，这时，第二滑板105移

动，使料块掉落通道108与内孔107连通，打开内孔107的底部，这时第一液压缸109收到信

号，开始第二次冲压，将料块冲压出模具，通过料块掉落通道108掉落到下方的履带上被输

送走。所述第二模具102”与第二进料斗103”位置对应时，第一模具102’与冲头的位置对应，

此时第二模具102”进行金属粉末物料装载，第一模具102’进行挤压制块，具体过程同上所

述。第一模具102’和第二模具102”交替配合，实现制块过程的连续操作，将金属料块源源不

断地输送至第一连续挤压机3，实现连续挤压，提高制块效率。

[0031] 本实施例所述的装置可自动控制，送料速度、加热温度与连续挤压设备的运行速

度同步，并且联动。避免了生产线的不同步性，简化了生产线的操作，生产线自动连续生产，

节省人工成本，同时优化了产品质量。

[0032]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

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做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9365820 A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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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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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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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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