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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造方法，步

骤为：采用激光切割方式从ЭП578合金带材上加

工出圆环形坯料；将圆环形坯料放入冲切成型模

具中，通过冲切成型模具制得初始态波形弹簧，

冲切成型模具的上下型面曲线方程取正弦曲线，

且冲切成型模具的上下型面预设有回弹补偿量；

将初始态波形弹簧放入时效定型夹具中，再将初

始态波形弹簧与时效定型夹具一同送入真空热

处理炉中，通过真空热处理炉对初始态波形弹簧

进行热处理定型，并制得波形弹簧成品件，时效

定型夹具的上下型面预设有回弹补偿量和塑性

变形量；先对波形弹簧成品件进行反复按压，按

压次数为5次，每次压下量均为3mm，然后检测波

形弹簧成品件的高度和弹力，全部满足要求后方

可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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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下料

采用激光切割方式从ЭП578合金带材上加工出圆环形坯料；

步骤二：冲切成型

将圆环形坯料放入冲切成型模具中，通过冲切成型模具制得初始态波形弹簧，冲切成

型模具的上下型面曲线方程取正弦曲线，且冲切成型模具的上下型面预设有回弹补偿量；

步骤三：时效热处理

将初始态波形弹簧放入时效定型夹具中，再将初始态波形弹簧与时效定型夹具一同送

入真空热处理炉中，通过真空热处理炉对初始态波形弹簧进行热处理定型，并制得波形弹

簧成品件，时效定型夹具的上下型面预设有回弹补偿量和塑性变形量；

步骤四：参数检验

先对波形弹簧成品件进行反复按压，按压次数为5次，每次压下量均为3mm，然后检测波

形弹簧成品件的高度和弹力，全部满足要求后方可出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ЭП578

合金带材的变形量不同，其回弹规律也不同，回弹补偿量需要根据预先试验进行确定，并获

取变形量与回弹补偿量的对应关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ЭП578

合金带材的变形量取30％～3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时效热

处理工艺为：先将初始热处理温度设为800℃±10℃，且保温时间设为1小时；再将热处理温

度降到700℃±10℃，且保温时间设为2小时；最后进行空冷，将温度降至室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

中采用的时效定型夹具包括底座、型块、定位塞、导柱及楔块；所述导柱竖直固装在底座上，

在导柱上套装有若干型块，型块由上型块和下型块组成，上型块和下型块之间构成波形弹

簧成型间隙；所述型块采用圆柱筒形结构，所述定位塞位于型块内表面与导柱之间；在所述

导柱顶部开设有楔孔，所述楔块插装在楔孔内，楔块下表面与型块上端面顶靠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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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

形弹簧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波形弹簧是金属薄圆环上具有若干峰谷的弹性元件，其通常应用于载荷及变形量

不大、弹簧刚度要求较小、需施加轴向预压力的场合，波形弹簧主要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的传

动系统，其作用是支撑石墨环，并与石墨环协同配合，起到燃油系统与润滑系统阻隔密封的

作用。

[0003] 为了满足波形弹簧在航空发动机上的服役要求，波形弹簧的材料选用则至关重

要，现有的高温合金都无法满足波形弹簧的服役要求，而目前只有ЭП578合金材料才能满

足波形弹簧的服役要求。

[0004] 但是，在目前已知的波形弹簧制造技术中，无法查找到任何有关ЭП578合金材料

波形弹簧制造的技术资料。因此，亟需开发一种能够满足服役要求的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

弹簧制造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造方法，

通过该方法得到的波形弹簧，能够完全满足其在航空发动机上的服役要求。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

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步骤一：下料

[0008] 采用激光切割方式从ЭП578合金带材上加工出圆环形坯料；

[0009] 步骤二：冲切成型

[0010] 将圆环形坯料放入冲切成型模具中，通过冲切成型模具制得初始态波形弹簧，冲

切成型模具的上下型面曲线方程取正弦曲线，且冲切成型模具的上下型面预设有回弹补偿

量；

[0011] 步骤三：时效热处理

[0012] 将初始态波形弹簧放入时效定型夹具中，再将初始态波形弹簧与时效定型夹具一

同送入真空热处理炉中，通过真空热处理炉对初始态波形弹簧进行热处理定型，并制得波

形弹簧成品件，时效定型夹具的上下型面预设有回弹补偿量和塑性变形量；

[0013] 步骤四：参数检验

[0014] 先对波形弹簧成品件进行反复按压，按压次数为5次，每次压下量均为3mm，然后检

测波形弹簧成品件的高度和弹力，全部满足要求后方可出厂。

[0015] 进一步的，ЭП578合金带材的变形量不同，其回弹规律也不同，回弹补偿量需要根

据预先试验进行确定，并获取变形量与回弹补偿量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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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的，ЭП578合金带材的变形量取30％～38％。

[0017] 进一步的，时效热处理工艺为：先将初始热处理温度设为800℃±10℃，且保温时

间设为1小时；再将热处理温度降到700℃±10℃，且保温时间设为2小时；最后进行空冷，将

温度降至室温。

[0018] 进一步的，步骤三中采用的时效定型夹具包括底座、型块、定位塞、导柱及楔块；所

述导柱竖直固装在底座上，在导柱上套装有若干型块，型块由上型块和下型块组成，上型块

和下型块之间构成波形弹簧成型间隙；所述型块采用圆柱筒形结构，所述定位塞位于型块

内表面与导柱之间；在所述导柱顶部开设有楔孔，所述楔块插装在楔孔内，楔块下表面与型

块上端面顶靠接触。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的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造方法，通过该方法得到的波形弹簧，能够

完全满足其在航空发动机上的服役要求。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波形弹簧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的A向视图；

[0023] 图3为图1的B向视图；

[0024] 图4冲切成型模具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波峰，2—波谷，3—底座，4—型块，5—定位塞，6—导柱，7—楔块，8—波

形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7] 本实施例中，如图1～3所示的波形弹簧成品件的结构参数为：厚度为0.23mm，宽度

(外径与内径之差)为2.6mm，内径为φ33.4mm，波数(波峰+波谷)为4个，高度为6±0.1mm，弹

力为56.35±7.35N。

[0028] 一种ЭП578合金材料波形弹簧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9] 步骤一：下料

[0030] 采用激光切割方式从ЭП578合金带材上加工出圆环形坯料；本实施例中，圆环形

坯料的内径为φ27mm，圆环形坯料的外径为φ49mm；

[0031] 步骤二：冲切成型

[0032] 将圆环形坯料放入冲切成型模具中，通过冲切成型模具制得初始态波形弹簧，冲

切成型模具的上下型面曲线方程取正弦曲线，且冲切成型模具的上下型面预设有回弹补偿

量；由于ЭП578合金带材的变形量不同，其回弹规律也不同，回弹补偿量需要根据预先试验

进行确定，并获取变形量与回弹补偿量的对应关系；

[0033] 步骤三：时效热处理

[0034] 将初始态波形弹簧放入时效定型夹具中，再将初始态波形弹簧与时效定型夹具一

同送入真空热处理炉中，通过真空热处理炉对初始态波形弹簧进行热处理定型，并制得波

形弹簧成品件，时效定型夹具的上下型面预设有回弹补偿量和塑性变形量；其中，时效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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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艺为：先将初始热处理温度设为800℃±10℃，且保温时间设为1小时；再将热处理温度

降到700℃±10℃，且保温时间设为2小时；最后进行空冷，将温度降至室温；如图4所示的时

效定型夹具包括底座3、型块4、定位塞5、导柱6及楔块7；所述导柱6竖直固装在底座3上，在

导柱6上套装有若干型块4，型块4由上型块和下型块组成，上型块和下型块之间构成波形弹

簧成型间隙；所述型块4采用圆柱筒形结构，所述定位塞5位于型块4内表面与导柱6之间；在

所述导柱6顶部开设有楔孔，所述楔块7插装在楔孔内，楔块7下表面与型块4上端面顶靠接

触。

[0035] 步骤四：参数检验

[0036] 先对波形弹簧成品件进行反复按压，按压次数为5次，每次压下量均为3mm，然后检

测波形弹簧成品件的高度和弹力，全部满足要求后方可出厂。

[0037] 为了获得上述满足要求的波形弹簧成品件，需要提前开展步骤二中所述的预先试

验。

[0038] 试验前，首先准备5个厚度为0.23mm的ЭП578合金带材试验件，5个ЭП578合金带

材试验件的变形量分别设为23％、30％、35％、38％及42％，并对5种变形量的试验件进行了

室温力学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0039] 1号试验件：变形量为23％，抗拉强度Rm为1423MPa，延伸率A为13.5％；

[0040] 2号试验件：变形量为30％，抗拉强度Rm为1483MPa，延伸率A为12.7％；

[0041] 3号试验件：变形量为35％，抗拉强度Rm为1521MPa，延伸率A为8.0％；

[0042] 4号试验件：变形量为38％，抗拉强度Rm为1542MPa，延伸率A为8.7％；

[0043] 5号试验件：变形量为42％，抗拉强度Rm为1566MPa，延伸率A为6.5％；

[0044] 可获取的变形量与回弹补偿量的对应关系为：ЭП578合金带材的终道变形量越

大，其抗拉强度越高，且延伸率越小。

[0045] 接下来，开展冲切弯曲一体成型试验，在该试验中，每种变形量下均取10个零件进

行试验，其中变形量为42％的零件在冲切过程中发生断裂，无法进行后续试验，其余4种变

形量下的零件全部完成冲切，并且冲切后对所有零件的高度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如下：

[0046] ①、变形量为23％的10个零件高度数据依次为5.60、5.71、5.72、5.59、5.59、5.58、

5.51、5.70、5.66及5.65，平均值为5.631；

[0047] ②、变形量为30％的10个零件高度数据依次为5.36、5.54、5.59、5.78、5.52、5.62、

5.40、5.45、5.66及5.47，平均值为5.539；

[0048] ③、变形量为35％的10个零件高度数据依次为5.48、5.36、5.68、5.31、5.41、5.54、

5.59、5.55、5.57及5.26，平均值为5.475；

[0049] ④、变形量为38％的10个零件高度数据依次为5.42、5.50、5.34、5.64、5.25、5.59、

5.62、5.54、5.44及5.55，平均值为5.489；

[0050] 通过上述测量结果可知，变形量为23％的零件在冲切后高度最大，回弹最小。

[0051] 然后，开展时效热处理试验，在该试验中，每种变形量下均取3个零件进行试验，在

时效定型夹具中，型块峰谷间距(波峰与波谷的间距)为5.77mm，在热处理结束后，每个零件

的按压次数为5次，每次压下量均为3mm，最后对所有零件进行弹性和高度检测，检测结果如

下：

[0052] ①、变形量为23％的3个零件：1号零件的高度为5.21mm，弹力为34N；2号零件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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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5.23mm，弹力为35N；3号零件的高度为5.21mm，弹力为35N；

[0053] ②、变形量为30％的3个零件：1号零件的高度为5.35mm，弹力为39N；2号零件的高

度为5.30mm，弹力为38N；3号零件的高度为5.34mm，弹力为40N；

[0054] ③、变形量为35％的3个零件：1号零件的高度为5.35mm，弹力为43N；2号零件的高

度为5.39mm，弹力为42N；3号零件的高度为5.36mm，弹力为42N；

[0055] ④、变形量为38％的3个零件：1号零件的高度为5.36mm，弹力为44N；2号零件的高

度为5.40mm，弹力为44N；3号零件的高度为5.41mm，弹力为42N；

[0056] 通过上述测量结果可知，总共12个零件的高度平均值为5.32mm，与型块峰谷间距

5.77mm相比，衰减为0.68mm；总共12个零件的弹力平均值为40.08N；其中，变形量为23％的

零件高度衰减最大，且弹力值最小，因此将ЭП578合金带材的变形量锁定在30％～38％之

间；最后将0.68mm的衰减量补偿回时效定型夹具中，重新调整后的时效定型夹具的型块峰

谷间距为6.45mm(6.00+0.68-0.23)，并将调整后的时效定型夹具应用到步骤三中。

[0057] 最后，选取变形量为38％的ЭП578合金带材作为波形弹簧成品件的制造原材料，

并执行步骤一至步骤四进行零件试制，试制件共为5个，5个试制件的弹力及高度测量结果

如下：

[0058] 1号试制件：高度为6.04mm，弹力为53.5N；

[0059] 2号试制件：高度为6.04mm，弹力为53.8N；

[0060] 3号试制件：高度为6.07mm，弹力为54.7N；

[0061] 4号试制件：高度为6.02mm，弹力为52.4N；

[0062] 5号试制件：高度为6.05mm，弹力为50.8N；

[0063] 通过上述测量结果可知，5个试制件的弹力及高度全部满足设计要求，则试制件的

制造工艺便可以作为正式产品的制造工艺进行投产。

[0064] 实施例中的方案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所为的等

效实施或变更，均包含于本案的专利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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