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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
生产的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a、制备小口径TA18
钛合金圆棒(1 )；
b、
在TA18钛合金圆棒(1 )一端面
上钻贯穿的穿丝孔( 2 )；
c、将线切割丝穿入穿丝
孔(2)中，
以线切割丝距TA18钛合金圆棒(1 )中心
为半径切割出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 )；
d、
再对
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 )的外圆加工；
e、
将TA18
钛合金管材坯料( 11 )在冷轧管机上冷轧成TA18
钛合金管成品。本方法生产工艺周期短，
成材率
高，
工序少，
成品尺寸和各项性能均匀可控，
且线
切割切出的圆柱还可生产更小口径的TA18钛合
金无缝管，
为小口径钛无缝管的生产提供了一种
新的选择，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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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制备小口径TA18钛合金圆棒(1)备用；
b、在上述TA18钛合金圆棒(1)的一端面上钻贯穿整个TA18钛合金圆棒(1)的穿丝孔
(2)，
且穿丝孔(2)的轴线与TA18钛合金圆棒(1)的轴线平行；
c、将线切割丝穿入穿丝孔(2)中，
以线切割丝距TA18钛合金圆棒(1)中心为半径切割出
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
d、
再通过车削设备对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的外圆加工；
e、将上述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在冷轧管机上经至少一道次冷轧成TA18钛合金管
成品。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
a中TA18钛合金圆棒(1)采用锻造工艺制得。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
b中采用电火花穿孔机钻出穿丝孔(2)。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
b中穿丝孔(2)的直径为1mm。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
d中车削设备为车床，
且通过夹持坯料内圆车出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的外圆。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
e中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在冷轧管机上经一道次或二道次冷轧成TA18钛合金管成品。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还包
括步骤f，
所述步骤f为将步骤c切割后的圆柱(12)重复步骤b到步骤e制得更小口径的TA18
钛合金管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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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属于冶金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是采用热穿孔或挤压的管坯经多道次的冷轧生产小口径TA18钛无缝管，
钛管
口径越小，
需要的冷轧工序越多，
中间还需真空退火，
工序长，
成材率低，
成本很高，
生产效
率低。而具体的小口径TA18钛合金的现有生产方法是采用热挤压坯或穿孔坯经7～10道次
冷轧而成，
中间还需3～5次真空退火，
每道次冷轧后需修磨钛管外表面，
对钛管内表面喷砂
并整体酸洗，
以去除冷轧产生的钛管内外表面的裂纹，
如果采用修磨、
喷砂和酸洗不能消除
裂纹，
则需对有裂纹的钛管进行切除，
因此从热挤压坯或穿孔坯到成品钛管的成材率只有
10％左右，
造成现有技术生产小口径TA18钛无缝管生产成本高，
生产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工艺钛管口径越小，
需要的冷轧工序越多，
成
材率低，
成本很高，
生产效率低。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
的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05] a、
制备小口径TA18钛合金圆棒备用；
[0006]
b、
在上述TA18钛合金圆棒的一端面上钻贯穿整个TA18钛合金圆棒的穿丝孔，
且穿
丝孔的轴线与TA18钛合金圆棒的轴线平行；
[0007] c、
将线切割丝穿入穿丝孔中 ，
以线切割丝距TA18钛合金圆棒中心为半径切割出
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
[0008] d、
再通过车削设备对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的外圆加工；
[0009] e、
将上述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在冷轧管机上经至少一道次冷轧成TA18钛合金管
成品。
[0010] 其中，
上述方法中步骤a中TA18钛合金圆棒采用锻造工艺制得。
[0011] 其中，
上述方法中步骤b中采用电火花穿孔机钻出穿丝孔。
[0012] 其中，
上述方法中步骤b中穿丝孔的直径为1mm。
[0013] 其中，
上述方法中步骤d中车削设备为车床，
且通过夹持坯料内圆车出TA18钛合金
管材坯料11的外圆。
[0014] 其中，
上述方法中步骤e中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在冷轧管机上经一道次或二道次
冷轧成TA18钛合金管成品。
[0015] 其中，
上述方法中还包括步骤f，
所述步骤f为将步骤c切割后的圆柱重复步骤b到
步骤e制得更小口径的TA18钛合金管成品。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方法生产工艺周期短，
成材率高，
工序少，
成品尺寸和各
项性能均匀可控，
且第一次线切割切出的圆柱还可生产更小口径的TA18钛合金无缝管，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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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口径钛无缝管的生产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断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切割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图2切割后的圆柱断面钻孔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图3切割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标记为：
1是TA18钛合金圆棒，
11是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
12是圆柱，
2是穿丝
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3] 如图1至图4所示，
本发明一种小口径TA18钛合金无缝管生产的方法，
包括如下步
骤：
[0024] a、
制备小口径TA18钛合金圆棒1备用；
[0025]
b、在上述TA18钛合金圆棒1的一端面上钻贯穿整个TA18钛合金圆棒1的穿丝孔2，
且穿丝孔2的轴线与TA18钛合金圆棒1的轴线平行；
[0026] c、
将线切割丝穿入穿丝孔2中，
以线切割丝距TA18钛合金圆棒1中心为半径切割出
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
[0027] d、
再通过车削设备对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的外圆加工；
[0028] e、
将上述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在冷轧管机上经至少一道次冷轧成TA18钛合金
管成品。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是，
可优选步骤c中的线切割设备为精度较高的丝线切
割机床来保证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的内壁光洁度。本方法主要是通过在TA18钛合金圆棒
1的一端面上钻贯穿整个TA18钛合金圆棒1的穿丝孔2，
通过将线切割丝穿入穿丝孔2中来实
现对TA18钛合金圆棒1的切割，
制得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
由于线切割丝所述设备为精度
较高的设备，
故切割出来的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可保证内壁达到较高的光洁度，
后期只
需要经过较少道次的轧制就可制得满足需求的TA18钛合金管成品，
这种方法使得工序少，
且产品合格率高，
适合批量生产，
可大大提高效率。且本方法在切割时，
实际可根据需要制
得最终产品来选择合适的TA18钛合金圆棒1，
同时需要根据产品来调整穿丝孔2中心距TA18
钛合金圆棒1端面中心的距离，
且此距离也为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的内径。
由于线切割丝
穿过整个TA18钛合金圆棒1，
且优选以线切割丝距TA18钛合金圆棒1中心为半径切割出TA18
钛合金管材坯料11，
使得切割后的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整个为管状结构，
而中部切割后
的则为圆柱12余料。本方法优选穿丝孔2的直径应与线切割丝的直径适配，
但实际操作时，
往往穿丝孔2由于设备自身影响并不能钻出与线切割丝直径相当的穿丝孔2或钻孔成本太
高等因素，
造成穿丝孔2的直径大多均大于线切割丝，
会在成切割后在圆柱12外壁留下凹
槽，
但并不影响本方法的实际使用，
由于切割后的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外侧壁均会再次
机加工，
最终达到要求。
[0029] 优选的，
上述方法中步骤a中TA18钛合金圆棒1采用锻造工艺制得。本领域技术人
员能够理解的是，
本方法只是优选采用锻造的工艺制得TA18钛合金圆棒1，
使得成型更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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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造价低廉。
[0030] 优选的，
上述方法中步骤b中采用电火花穿孔机钻出穿丝孔2。本领域技术人员能
够理解的是，
本方法优选采用电火花穿孔机在TA18钛合金圆棒1端面沿平行于轴线来开设
穿丝孔2，
便于控制穿丝孔2与TA18钛合金圆棒1轴线的平行度，
同时保证整个穿丝孔2内壁
光滑，
便于后面线切割丝穿入。
[0031] 优选的 ，
上述方法中步骤b中穿丝孔2的直径为1mm。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
是，
本方法采用线切割设备来切割TA18钛合金圆棒1，
故为了便于线切割机线穿入，
本方法
优选穿丝孔2的直径为1mm满足线切割丝穿过方便操作。
[0032] 优选的，
上述方法中步骤d中车削设备为车床，
且通过夹持坯料内圆车出TA18钛合
金管材坯料11的外圆。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是，
由于最终制得的产品外侧壁截面为
圆形，
故本方法优选车削设备为车床，
且通过夹持坯料内圆车出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的
外圆，
可保证车削后的外圆的圆柱度满足要求。
[0033] 优选的，
上述方法中步骤e中TA18钛合金管材坯料11在冷轧管机上经一道次或二
道次冷轧成TA18钛合金管成品。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是，
由于本方法制得的TA18钛
合金管材坯料11内壁采用现有的线切割设备切割制得，
其内壁可保证一定的光洁度，
故结
合现有冷轧管机的技术指标，
经过多次现场实践只需在冷轧管机上经一道次或二道次冷轧
成TA18钛合金管成品就可满足要求。
[0034] 优选的，
上述方法中还包括步骤f，
所述步骤f为将步骤c切割后的圆柱12重复步骤
b到步骤e制得更小口径的TA18钛合金管成品。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是，
本方法为进
一步充分利用TA18钛合金圆棒1第一次切割后的圆柱12余料，
优选将此圆柱12上重复步骤b
到步骤e制得更小口径TA18钛合金管成品，
直至最终因多次切割后余料圆柱12无法钻穿丝
孔2截止。本方法的步骤f可充分利用TA18钛合金圆棒1的材料，
大大提高了余料的使用率，
使得一根TA18钛合金圆棒1可加工出多种尺寸不一的TA18钛合金管成品。
[0035] 实施例1
[0036] 生产规格为Φ14×1的TA18钛合金无缝管。
[0037] 采用的生产工艺流程为 ：
真空自耗→自由锻造成Φ115的圆坯→精锻成Φ25的
TA18钛合金圆棒1→电火花穿孔机打Φ1通孔(穿丝孔)→线切割机床线切割出内圆Φ15(线
切割切出的内圆柱12直径为Φ15，
外表面有Φ1通孔)→车床车成Φ19×2坯料管→Φ19×2
坯料管经2辊冷轧机轧成Φ14×1→热处理、
检查、
包装。
[0038] 本实施例所制得的Φ14×1的TA18钛合金无缝管的外径公差为D±0 .02mm，
壁厚公
差为0～0 .05mm。
[0039] 实施例2
[0040] 生产规格为Φ6×0 .5的TA18钛合金无缝管。
[0041] 采用的生产工艺流程为：
实施例1线切割切出的内圆柱12直径为Φ15(外表面有Φ
1通孔)→电火花穿孔机打Φ1通孔(穿丝孔)→线切割机床切割出内圆Φ6(线切割切出的内
圆柱12直径为Φ6，
外表面有Φ1通孔)→车床车成Φ8×1坯料管→Φ8×1坯料管经2辊冷轧
机轧成Φ6×0 .5→热处理、
检查、
包装。
[0042] 本实施例所制得的Φ6×0 .5的TA18钛合金无缝管的外径公差为D±0 .015mm，
壁厚
公差为0～0 .0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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