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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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452467.2

(22)申请日 2019.05.28

(71)申请人 西北工业大学

地址 710072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

路127号

(72)发明人 管仁国　白景元　张晋　陈小林　

杨博威　王玉　刘振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铭泽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61223

代理人 俞晓明

(51)Int.Cl.

B21C 23/21(2006.01)

B21C 25/02(2006.01)

B21C 27/00(2006.01)

B21C 29/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及成形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

备装置与成形方法，该装置包括：旋转挤压套筒、

主轴、副轴，旋转挤压套筒安装在主轴上，并配有

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旋

转挤压套筒包括主轴套轮，主轴套轮外齿轮，主

轴套轮冷却系统，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后封盖

装卸液压装置安装有挤压模具；主轴配有主轴冷

却系统，通过电机进行转动，副轴通过电机驱动，

配有键槽，通过平键与副轴套轮连接，副轴套轮

配有副轴套轮外齿轮。本发明可以同时生产超细

晶/纳米晶坯料及其棒材、管材、线材、丝材、异型

材等，耗能低，降低了生产成本，且可用于液态、

一定固相率的半固态、固态、粉末等材料的高效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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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旋转挤压套筒(1)，所述旋

转挤压套筒(1)内设置有主轴(2)，所述旋转挤压套筒(1)外设置有副轴(3)，以及所述旋转

挤压套筒(1)与设置在所述旋转挤压套筒(1)上的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4)和后封盖装卸液

压装置(5)形成旋转挤压腔；

所述旋转挤压套筒(1)包括：主轴套轮(6)，所述主轴套轮(6)外壁上设置有主轴套轮外

齿轮(7)，所述主轴套轮(6)内设置有主轴套轮冷却系统(8)，所述主轴套轮冷却系统(8)包

括：主轴套轮冷却水筒、主轴套轮进水通道和主轴套轮出水通道，所述主轴套轮进水通道、

所述主轴套轮出水通道通过所述主轴套轮冷却水筒连通；

所述主轴(2)与第一电机的转轴连接；所述主轴(2)为空心轴，所述主轴(2)内设置有主

轴冷却系统(10)，所述主轴冷却系统(10)包括：主轴冷却水通道、主轴进水通道和主轴出水

通道，所述主轴进水通道、所述主轴出水通道通过所述主轴冷却水通道连通；

所述副轴(3)与第二电机的转轴连接；所述副轴(3)外壁上设置有副轴套轮(11)，所述

副轴套轮(11)外壁上设置有副轴套轮外齿轮(12)，所述副轴套轮外齿轮(12)与主轴套轮外

齿轮(7)啮合；

所述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4)和所述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上均设置有挤压模具

(9)，且所述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4)和所述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上均设置有与所述挤

压模具(9)上出料口对应的开口；所述挤压模具(9)位于所述旋转挤压腔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副轴(3)上设

置有键槽，且所述副轴(3)通过嵌设在键槽内的平键与所述副轴套轮(11)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挤压套

筒(1)直径为300～2000mm，所述旋转挤压套筒(1)材质采用合金钢、钛铝合金。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轴(2)的转

动方向包括：与所述旋转挤压套筒(1)同向转动、与所述旋转挤压套筒(1)反向转动、固定不

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模具

(11)的形状包括：圆形、方形、扁形。

6.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填料，将原材料填入旋转挤压套筒(1)内；

旋挤，通过副轴套轮外齿轮(12)与主轴套轮外齿轮(7)啮合转动带动旋转挤压套筒(1)

转动，配合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4)、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对旋转挤压套筒(1)内的原材

料进行旋转挤压，且主轴(2)与相对旋转挤压套筒(1)转动方向相反；

挤压成形，通过更换挤压模具(9)对旋转挤压后的原材料进行挤压成形，制备出1～10

个产品。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材料

包括：液态、一定固相率的半固态、固态、粉末。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出的产

品包括：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管，棒，线，型材。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还适用于包

括纯金属、合金、复合材料的生产；其中，所述纯金属包括：纯铝、纯镁、纯锡、纯锌；所述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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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铝合金、铜合金、镁合金、锌合金、锡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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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及成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材料短流程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的涉及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

料的制备装置及成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生产管、棒、线、型材的设备具有节约能源、成品率高、流程短等优点，但所生

产的产品晶粒较粗大，性能较差，且生产单一，不可同时生产管、棒、线、型材等多种产品且

不可同时用于液态、一定固相率的半固态、固态、粉末等材料的生产，严重限制了生产产品

的多样化、提高了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及成形方法，用以解决上

述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000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包括：旋转挤压套筒，所

述旋转挤压套筒内设置有主轴，所述旋转挤压套筒外设置有副轴，以及所述旋转挤压套筒

与设置在所述旋转挤压套筒上的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和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形成旋转挤

压腔；

[0005] 所述旋转挤压套筒包括：主轴套轮，所述主轴套轮外壁上设置有主轴套轮外齿轮，

所述主轴套轮内设置有主轴套轮冷却系统，所述主轴套轮冷却系统包括：主轴套轮冷却水

筒、主轴套轮进水通道和主轴套轮出水通道，所述主轴套轮进水通道、所述主轴套轮出水通

道通过所述主轴套轮冷却水筒连通；

[0006] 所述主轴与第一电机的转轴连接；所述主轴为空心轴，所述主轴内设置有主轴冷

却系统，所述主轴冷却系统包括：主轴冷却水通道、主轴进水通道和主轴出水通道，所述主

轴进水通道、所述主轴出水通道通过所述主轴冷却水通道连通；

[0007] 所述副轴与第二电机的转轴连接；所述副轴外壁上设置有副轴套轮，所述副轴套

轮外壁上设置有副轴套轮外齿轮，所述副轴套轮外齿轮与主轴套轮外齿轮啮合；

[0008] 所述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和所述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上均设置有挤压模具，且所

述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和所述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上均设置有与所述挤压模具上出料口

对应的开口；所述挤压模具位于所述旋转挤压腔内。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副轴上设置有键槽，且所述副轴通过嵌设在键槽内的平键与所述

副轴套轮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旋转挤压套筒直径为300～2000mm，所述旋转挤压套筒材质采用合

金钢、钛铝合金。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主轴的转动方向包括：与所述旋转挤压套筒同向转动、与所述旋转

挤压套筒反向转动、固定不动。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挤压模具的形状包括：圆形、方形、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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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成形方法，包括：

[0014] 填料，将原材料填入旋转挤压套筒内；

[0015] 旋挤，通过副轴套轮外齿轮与主轴套轮外齿轮啮合转动带动旋转挤压套筒转动，

配合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对旋转挤压套筒内的原材料进行旋转挤

压，且主轴与相对旋转挤压套筒转动方向相反；

[0016] 挤压成形，通过更换挤压模具对旋转挤压后的原材料进行挤压成形，制备出1～10

个产品。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原材料包括：液态、一定固相率的半固态、固态、粉末。

[0018] 进一步地，制备出的产品包括：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管，棒，线，型材。

[0019] 进一步地，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成形方法，还适用于纯

金属、合金、复合材料的生产；其中，所述纯金属包括：纯铝、纯镁、纯锡、纯锌；所述合金包

括：铝合金、铜合金、镁合金、锌合金、锡合金。

[002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及成形方法，与现有技术

相比，其有益效果如下：

[0021] 本发明的制备装置是通过挤压腔内产生的挤压力和剪切力的作用实现的，本发明

的成形方法是通过更换制备装置的挤压模具实现的，与现有生产设备相比，可生产出优质

的超细晶/纳米晶坯料且后续加工生产产品多样化，实现了旋转挤压与挤压成形一体化，在

不增加设备数量的前提下，可以同时生产管、棒、线、型材等多种产品且可用于液态、一定固

相率的半固态、固态、粉末等材料的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具有重大的经济意

义。

[0022] 进一步地，本发明制备的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组织性能优异，产品质量好；通过更

换不同的挤压模具，可以同时生产管、棒、线、型材等多种产品；可用于纯铝、纯镁、纯锡、纯

锌等纯金属和铝合金、铜合金、镁合金、锌合金、锡合金等合金及其复合材料的高效率、短流

程生产；可用于液态、一定固相率的半固态、固态、粉末等材料。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说明：

[0025] 1-旋转挤压套筒；2-主轴；3-副轴；4-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后封盖装卸液压装

置；6-主轴套轮；7-主轴套轮外齿轮；8-主轴套轮冷却系统；9-挤压模具；10-主轴冷却系统；

11-副轴套轮；12-副轴套轮外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的制备装置。如图1所示，该装置

包括：旋转挤压套筒1和主轴2、副轴3，旋转挤压套筒1安装在主轴2上，并配有前封盖装卸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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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装置4、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旋转挤压套筒1包括主轴套轮6，主轴套轮外齿轮7，主轴套

轮冷却系统8，且与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4、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配合形成旋转挤压腔，前

封盖装卸液压装置4、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安装有挤压模具9，且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4和

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上均设置有与挤压模具9上出料口对应的开口；主轴配有主轴冷却系

统10，通过电机进行转动，副轴3通过电机驱动，配有键槽，通过平键与副轴套轮11连接，副

轴套轮11配有副轴套轮外齿轮12；运行时副轴套轮外齿轮12与主轴套轮外齿轮7啮合转动

并带动旋转挤压套筒1转动，主轴2可自转；主轴套轮冷却系统8包括主轴套轮冷却水筒、主

轴套轮进水通道、主轴套轮出水通道，主轴套轮进水通道、主轴套轮出水通道通过主轴套轮

冷却水筒相互连接；主轴2为空心轴，主轴冷却系统10包括主轴冷却水通道、主轴进水通道、

主轴出水通道，主轴进水通道、主轴出水通道通过主轴冷却水通道相互连接。

[0028] 进一步地，旋转挤压套筒1直径在300～2000mm，旋转挤压套筒1材质采用合金钢、

钛铝合金。

[0029] 进一步地，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4、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可配有多种形状的挤压

模具9，以适用于不同的形状要求；在旋转挤压过程中，主轴2可与旋转挤压套筒1一起转动，

也可固定不动，也可单独转动。

[0030] 进一步地，副轴3通过电机驱动，配有键槽，通过平键链接与副轴套轮11连接，副轴

套轮11配有副轴套轮外齿轮12；运行时副轴套轮外齿轮12与主轴套轮外齿轮7啮合转动并

带动旋转挤压套筒1转动，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4、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对旋转挤压套筒1

内坯料进行挤压，主轴2同时转动且转动方向与旋转挤压套筒转动方向相反。

[0031] 进一步地，挤压模具11为圆形、方形、扁形等形状，可生产棒材、管材、线材、丝材、

异型材等产品。

[003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超细晶/纳米晶坯料成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第一步：填料，将超细晶/纳米晶坯料填入旋转挤压套筒1内。

[0034] 第二步：旋挤，通过副轴套轮外齿轮12与主轴套轮外齿轮7啮合转动并带动旋转挤

压套筒1转动，配合前封盖装卸液压装置4、后封盖装卸液压装置5对旋转挤压套筒1内的超

细晶/纳米晶坯料进行旋转挤压，主轴2同时反向转动。

[0035] 第三步：挤压成形，超细晶/纳米晶坯料在旋转挤压套筒1内经过旋转挤压后，通过

更换挤压模具9挤压成形，可同时制备出1～10根产品。

[0036] 进一步地，超细晶/纳米晶坯料可为液态、一定固相率的半固态、固态、粉末等材

料。

[0037]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成形方法可用于纯铝、纯镁、纯锡、纯锌等纯金属和铝合金、铜

合金、镁合金、锌合金、锡合金等合金及其复合材料的高效率、短流程生产。

[0038] 具体实施例：

[0039] 采用本发明装置制备高塑性Al-5.1Mg-0.3Sn(wt.％)合金杆，挤压模具采用可同

时挤压出4根杆材的实心杆材挤压模具，杆材制品直径为10mm，在本发明装置的前端位置采

用在线淬火，在线淬火温度为300℃。

[0040] 以工业纯铝、铝镁中间合金Al-5 .06Mg(wt.％)和高纯锡为原料，制备Al-5 .1Mg-

0.3Sn(wt.％)合金杆，制备方法如下：

[0041] 实验前，将所需原料在120±5℃条件下烘干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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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将烘干后的工业纯铝放入实验用电阻炉，熔化后并待熔体升温至740℃时，加入已

称好的铝镁中间合金，静置30min，待完全熔化后加入高纯锡并缓慢搅拌，熔炼过程中熔体

需使用惰性气体进行保护以防氧化烧损，待熔体温度升至710℃时，采用六氯乙烷进行除气

除渣和精炼，静置10min，用扒渣勺将表面浮渣除去，最后待熔体温度回升至740℃时，保温

10min，获得的铝合金熔体成分为Mg  5.06(wt.％)，Sn  0.3(wt.％)，余量为Al。

[0043] 将挤压模具预热至200℃，并用红外测温仪进行测量。

[0044] 将预热好的挤压模具安装完成，启动本发明装置，待设备稳定运行后即可进行旋

转挤压成形。

[0045] 将准备好的熔体浇注到旋转挤压腔内，浇注温度为740℃，动态凝固的合金在剪切

力和挤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断被挤压剪碎，形成性能优异的超细晶/纳米晶坯料，最后通

过挤压模具可以同时制备出4根高塑性Al-5.1Mg-0.3Sn(wt.％)合金杆，生产效率明显提

高，且制备的合金杆表面质量良好，组织均为等轴晶。

[0046]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几个具体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

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

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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