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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

反挤压成形方法，其步骤为：把按规格下料的该

合金棒料加热到880℃～980℃后装入预热至200

℃～290℃的制坯模具进行对中制坯，得到上端

面带有圆形定位肓孔的坯料；再把所述坯料加热

到880℃～980℃后装进预热至200℃～290℃的

挤压模具进行对中装模；启动压力机向下压挤压

模具的凸模使其挤压头沿着坯料上端面的定位

肓孔以83mm/s～93mm/s的速度向下快速挤压坯

料到坯料高度的三分之一处距离，所述坯料被挤

压出具有一定深度的导向定位孔，再使所述挤压

头沿着所述导向定位孔以33mm/s～43mm/s的速

度慢慢挤压坯料直到挤压模具的凸模与凹模完

全合模，所述坯料被反挤压成壳体锻件。该方法

主要用于航空壳体类锻件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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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反挤压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对中制坯：提供制坯模具，所述制坯模具由胎膜、盖板和压块组成；把制坯模具装在压

力机的底座上并预热至200℃～290℃，再把按规格下料的该合金棒料加热到880℃～980℃

后装入制坯模具内使棒料的外圆周面与胎膜的内圆周面配合，棒料的上端面置于盖板的中

心定位孔处并与压块的冲头的底端面接触，把制坯模具进行对中装配；启动压力机压下压

块使其冲头沿着盖板的中心定位孔冲压棒料的上端面，得到上端面带有圆形定位肓孔的圆

柱形坯料；

对中装模：提供挤压模具，所述挤压模具由凹膜和凸膜组成；把挤压模具装进压力机并

预热至200℃～290℃，将上述坯料加热至880℃～980℃后装进挤压模具内使其带有定位肓

孔的上端面朝上，移动凸模的挤压头使其底面刚好放在所述坯料上端面的定位肓孔内，完

成所述凹膜、凸模和坯料的对中装配；

对中反挤压成形：启动压力机向下压凸模使其挤压头以挤压力F沿着坯料上端面的定

位肓孔以83mm/s～93mm/s的速度向下快速挤压坯料到坯料高度的三分之一处距离，所述坯

料被挤压出具有一定深度的导向定位孔，再使所述挤压头沿着所述导向定位孔以33mm/s～

43mm/s的速度慢慢挤压坯料直到凸模与凹模完全合模，所述坯料被反挤压成壳体锻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反挤压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α相

钛合金是TA1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反挤压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反

挤压过程中，所述坯料受到所述挤压头的挤压力F按下式计算：

式中:

σs——所述钛合金在挤压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取2210MPa～290MPa；

V1——凸模的挤压头挤压坯料的压下速度，单位：mm/s；

V2——坯料内的金属被挤压时沿着凹模的模具型腔和挤压头之间形成的圆环夹层向上

流动的速度，单位：mm/s；

S1——凸模的挤压头的横截面面积，单位：mm2；

并且，

式中：S2——壳体锻件的圆环横截面面积，单位：mm2。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反挤压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反挤压成形的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为顶面开口底面封死的薄壁高筒形状，其外径尺寸范围

为Φ280mm～Φ295mm，壁厚为25mm～35mm，外圆面高径比为0.95～1.05，内腔的高径比为

0.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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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反挤压成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锻造成形方法，特别是涉及了一种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反挤压

成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航空用壳体锻件一般为圆筒型薄壁结构，其高径比(高度和直径的比值)在1左右，

即高度和直径的数值很接近，壳体锻件由于属于薄壁高筒锻件，在采用自由锻生产时成形

质量差，易产生偏芯，组织不均匀，性能不稳定，材料利用率低等缺陷，增加了锻件生产成

本。

[0003] 2013年9月18日公开的中国发明专利说明书CN103302123A公开了一种非标低速压

力机下反挤压长筒形套管的工艺，其技术方案为：(a)下料及加热；(b)压型：将加热后的棒

料放入压型模的模膛内，压力机下行，压头通过接杆与压力机连接后下压坯料，完成压型后

压力机回程，压型模顶出杆将模膛内的坯料顶出；(c)浅冲：将压型后的坯料放入浅冲模的

模膛内，压力机下行，浅冲冲头通过接杆与压力机连接后浅冲坯料，完成浅冲后压力机回

程，浅冲模顶出杆将模膛内的坯料顶出；(d)反挤：将浅冲后的坯料放入反挤模的模膛内；压

力机下行，反挤冲头通过接杆与压力机连接后反挤坯料，完成坯料的反挤拉长，反挤完成后

压力机回程，反挤模顶出杆将完成反挤后的工件顶出模膛；所述压力机为非标低速压力机，

工作速度不大于40mm/s。

[0004] 该专利的技术方案主要采用低速反挤压工艺来成形长筒形套管，但若采用其技术

方案来成形薄壁高筒壳体锻件，需要采用复杂的专用设备和模具造成投资过大，且生产过

程过于繁琐生产效率不高；而且若模具和坯料的中心线对得不准，冲头挤压坯料的下压速

度控制不好，在反挤压成形时也易产生偏芯、组织不均匀和性能不稳定等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对中方案来实现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反挤

压成形方法，该方法通过对中制坯和对中反挤压使得锻件的成形质量较好。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述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反挤压成形方法，其技术

方案包括以下步骤：

[0007] 对中制坯：提供制坯模具，所述制坯模具由胎膜、盖板和压块组成；把制坯模具装

在压力机的底座上并预热至200℃～290℃，再把按规格下料的该合金棒料加热到880℃～

980℃后装入制坯模具内使棒料的外圆周面与胎膜的内圆周面配合，棒料的上端面置于盖

板的中心定位孔处并与压块的冲头的底端面接触，把制坯模具进行对中装配；启动压力机

压下压块使其冲头沿着盖板的中心定位孔冲压棒料的上端面，得到上端面带有圆形定位肓

孔的圆柱形坯料；

[0008] 对中装模：提供挤压模具，所述挤压模具由凹膜和凸膜组成；把挤压模具装进压力

机并预热至200℃～290℃，将上述坯料加热至880℃～980℃后装进挤压模具内使其带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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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肓孔的上端面朝上，移动凸模的挤压头使其底面刚好放在所述坯料上端面的定位肓孔

内，完成所述凹膜、凸模和坯料的对中装配；

[0009] 对中反挤压成形：启动压力机向下压凸模使其挤压头以挤压力F沿着坯料上端面

的定位肓孔以83mm/s～93mm/s的速度向下快速挤压坯料到坯料高度的三分之一处距离，所

述坯料被挤压出具有一定深度的导向定位孔，再使所述挤压头沿着所述导向定位孔以

33mm/s～43mm/s的速度慢慢挤压坯料直到凸模与凹模完全合模，所述坯料被反挤压成壳体

锻件；

[0010] 上述α相钛合金优选材料牌号为TA15。

[0011] 在反挤压过程中，所述坯料受到挤压头的挤压力F按下式计算：

[0012]

[0013] 式中:

[0014] σs——所述钛合金在挤压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取210MPa～290MPa；

[0015] V1——凸模的挤压头挤压坯料的压下速度，单位：mm/s；

[0016] V2——坯料内的金属被挤压时沿着凹模的模具型腔和挤压头之间形成的圆环夹

层向上流动的速度，单位：mm/s；

[0017] S1——凸模的挤压头的横截面面积，单位：mm2；

[0018] 并且，

[0019] 式中：S2——壳体锻件的圆环横截面面积，单位：mm2。

[0020] 采用本发明所述反挤压成形方法制造的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为顶面开口底面封死

的薄壁高筒形状，其外径尺寸范围为Φ280mm～Φ295mm，壁厚为25mm～35mm，外圆面高径比

为0.95～1.05，内腔的高径比为0.95～1.05。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2] 本发明所述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反挤压成形方法，在对中制坯时，由于制坯模具

压块的冲头通过与盖板的中心定位孔配合冲压棒料得到上端面带有定位肓孔的坯料，再加

上所述冲头的高度设计为盖板中心定位孔的厚度与定位肓孔的深度之和，从而能够保证定

位肓孔的中心线与坯料的中心线对中，为实现对中反挤压提供了优质坯料。

[0023] 在对中反挤压成形时，由于开始挤压时坯料的温度较高，先使挤压模具凸模的挤

压头沿着坯料上端面的定位肓孔以83mm/s～93mm/s的速度向下快速挤压坯料到坯料高度

的三分之一处距离，可以保证挤压头的中心线沿着定位肓孔的中心线进行挤压而不偏心，

加上被挤出的圆环部分壁厚较薄，散热较快，坯料被挤压出具有一定深度的导向定位孔；这

时坯料温度有所降低，再以33mm/s～43mm/s的速度慢慢挤压坯料直到凸模与凹模完全合

模，由于挤压头将一直沿着上述导向定位孔挤压坯料最终实现了凸模与凹模的对中合模，

保证了整个反挤压过程都在对中状态下进行，从而可以获得不偏芯、组织均匀、性能稳定且

成形质量好的壳体锻件。

[0024] 在反挤压过程中，坯料受到挤压头的挤压力F与坯料压下速度和上流速度之间的

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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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这样可以根据速度大小来事先确定力的大小，在挤压时就可以根据力的大小来控

制速度的大小，有利于反挤压过程的稳定进行，获得组织均匀、性能优良和无缺陷的壳体锻

件。

[0027] 并且，

[0028] 从上式可知，根据坯料的压下速度就可知道坯料被挤压向上流动的速度，有利于

整个反挤压过程的控制，获得优质锻件。

[0029] 此外，本发明不需要采用专用挤压机和复杂的挤压模具装置，在锻造压力机上采

用简易模具就实现了薄壁高筒壳体锻件的反挤压成形，节省了专用设备和模具开支，简化

了工艺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制造成本。

附图说明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图1是棒料对中装模示意图。

[0032] 图2是对中制坯示意图。

[0033] 图3是坯料反挤压对中装模示意图。

[0034] 图4是壳体锻件对中反挤压成形示意图。

[0035] 图5是反挤压成形的壳体锻件沿其中心线的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本发明所述的α相钛合金壳体锻件的反挤压成形方法需要提供锻造加热炉、

压力机、机械手等设备。下面以我国材料牌号为TA15的α相钛合金为例来详细说明该方法的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该合金的主要化学元素含量(重量百分比)为：含Al量5.5％～7.0％、含Zr量1.5％

～2.5％、含Mo量0.5％～2.0％、含V量0.8％～2.5％、含Fe量≤0.25％、含Si量≤0.15％、含

C量≤0.10％、含N量≤0.05％、含H量≤0.015％、含O量≤0.15％、余量为Ti、其它杂质总量

0.30。

[0038] 该合金从棒料到锻造成形为壳体锻件的工艺步骤如下：

[0039] 步骤1：对中制坯

[0040] 如图1所示，首先提供制坯模具10，所述制坯模具10由胎膜11、盖板12和压块13组

成。胎膜11呈圆环形且在其外圆周面上部有一斜面；盖板12呈圆盘形带有中心定位孔并在

其下端面边缘具有带斜面的一圈凸起环，盖板12盖在胎膜11的上端面并且其凸起环的斜面

正好压在胎膜11外圆周面上部的斜面上；压块13由圆形压板13a和位于压板13a底面正中的

圆柱形冲头13b组成，压块13的冲头13b可与盖板12的中心定位孔配合，制坯模具10的胎膜

11、盖板12和压块13装配好后可以实现对中，即保持三者的中心线同心。

[0041] 把制坯模具10装在压力机的底座上并预热至200℃～290℃，再把按规格下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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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15合金棒料14a加热到880℃～980℃后装入制坯模具10内使棒料14a的外圆周面与胎膜

11的内圆周面配合，棒料14a的上端面置于盖板12的中心定位孔处并与压块13的冲头13b的

底端面接触；把制坯模具10进行对中装配。启动压力机压下压块13使其冲头13b沿着盖板12

的中心定位孔冲压棒料14a的上端面，得到如图2所示上端面带有圆形定位肓孔的圆柱形坯

料14；为了保证定位肓孔的中心线也能与坯料14的中心线对中，所述冲头13b的高度设计为

盖板12中心孔的厚度与定位肓孔的深度之和。

[0042] 步骤2：对中装模

[0043] 如图3所示，本步骤需要采用挤压模具20，所述挤压模具20由凹膜21和凸膜22组

成，凹模21为圆环形其模具型腔21a具有拔模斜度，凸模22由圆饼形模座22b和带拔模斜度

的圆柱形挤压头22a组成，凸模22的挤压头22a可与凹模21的模具型腔21a配合进行挤压操

作。

[0044] 把挤压模具20装进压力机并预热至200℃～290℃，将坯料14加热至880℃～980℃

后装进挤压模具20内使其带有定位肓孔的上端面朝上，移动凸模22的挤压头22a使其底面

刚好放在坯料14上端面的定位肓孔内，从而实现凹膜21、凸模22和坯料14的对中装配。

[0045] 步骤3：对中反挤压成形

[0046] 启动压力机向下压凸模22使其挤压头22a以挤压力F沿着坯料14上端面的定位肓

孔以83mm/s～93mm/s的速度向下快速挤压坯料14到坯料14高度的三分之一处距离，坯料14

被挤压出具有一定深度的导向定位孔，再使挤压头22a沿着所述导向定位孔以33mm/s～

43mm/s的速度慢慢挤压坯料14，随着挤压头22a不断向下挤压，坯料14内的金属沿着凹模21

的模具型腔21a和挤压头22a之间形成的圆环夹层不断向上流动，直到挤压头22a完全挤进

坯料14使凸模22与凹模21完全合模，如图4所示，坯料14被反挤压成壳体锻件30。如图5所

示，所述壳体锻件30为顶面开口底面封死的薄壁高筒形状，其壁厚为25mm～35mm，其外圆面

高径比(高度和直径的比值)为0.95～1.05，内腔的高径比也为0.95～1.05。

[0047] 在反挤压过程中，坯料14受到挤压头22a的挤压力F按下式计算：

[0048]

[0049] 式中:

[0050] σs——所述合金在挤压温度下的屈服强度(Mpa)，取210MPa～290MPa；

[0051] V1——凸模22的挤压头22a挤压坯料14的压下速度(mm/s)；

[0052] V2——坯料14内的金属被挤压时沿着凹模21的模具型腔21a和挤压头22a之间形

成的圆环夹层向上流动的速度(mm/s)；

[0053] S1——凸模22的挤压头22a的横截面面积(mm2)；

[0054] 并且， 式中：S2——壳体锻件30的圆环横截面面积(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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