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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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913133.1

(22)申请日 2017.09.29

(71)申请人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561005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

大街东段322号

(72)发明人 魏志坚　杜常鹏　刘柱柱　

(51)Int.Cl.

B23P 1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钛合金环件轧制及胀形复合成形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钛合金环件轧制及胀形

复合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对轧制毛坯和

胀形毛坯的设计，以及轧制和胀形过程的精确控

制，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精度低，或者材料利

用率不高，性能差的不足，制备了满足要求的钛

合金环件。这种钛合金环件制备方法主要用于航

空、航天、工业机械等领域的钛合金环件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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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钛合金环件轧制及胀形复合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确定胀形毛坯外径RZ、胀形毛坯内径rz、胀形毛坯高度hz、初始毛坯内径r0、初始

毛坯轴向高度h0和初始毛坯外径R0；

根据未进行精加工的环件尺寸计算胀形工艺毛坯，所述未精加工环件壁厚为bf，未精加

工环件的最小外径为Rfmin，最大外径为Rfmax，所述未精加工环件壳体厚度的1/2处的轴向长

度为lf；所述胀形工艺毛坯为薄壁矩形环件，壁厚为bz，高度为hz，外径为Rz，内径为rz；胀形

工艺毛坯尺寸计算公式为：

所述毛坯的外径：Rz＝Rfmin，式中Rz为毛坯外径，Rfmin为环件最大外径；

所述毛坯的高度：hz＝lf，式中hz为毛坯高度，lf为未精加工环件壳体厚度的1/2处的轴

向长度；

所述毛坯的内径： 式中rz为毛坯内径，Rz为毛坯外径，bf为未

精加工环件壁厚，Rfmax为环件最大外径；

设定 则所述轴向高度缩减量：Δh＝h0Δb2，式中Δh为轴向高度缩减量，

r0为初始毛坯内径，R1为主辊半径，R2为芯辊半径，h0为初始毛坯轴向高度，Δb为初始毛坯

壁厚总减小量；

上述可知，初始毛坯外径：

初始毛坯高度：

再根据等体积原则，计算出初始毛坯内径；

第二步：按照所述关系式，计算出初始毛坯各个尺寸，从而制备初始毛坯；

第三步：通过环件辗轧将得到的初始毛坯成形为胀形毛坯；该毛坯的外径为Rz，壁厚为

bz，轴向高度为hz；

第四步：将胀形毛坯放入加热炉中加热至相变点以上30℃，保温一段时间后，套进刚模

胀形凸模外围进行胀形，胀形过程中模具芯轴在压力机作用下向下移动，从而使凸模块沿

径向水平移动将毛坯压入凹模中，成形环件；胀形过程分为三次，每次胀形完成后将环件旋

转90°进行下一次胀形，并通过控制每次胀形后环件最大外径来分配每次的胀形量。环件的

初始最大外径为Rz，第一次胀形完成后环件的最大外径为R1；将环件旋转90°进行第二次胀

形，第二次胀形完成后环件最大外径为R2，最次将环件旋转90°进行第三次胀形，将环件胀

形至最终尺寸，最大外径为Rfmax；三次胀形时，环件的旋转方向相同；

所述每次胀形时间均为10～20s，完成胀形后环件旋转90°，然后对环件保压30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钛合金环件轧制及胀形复合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次胀形完成后环件的最大外径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钛合金环件轧制及胀形复合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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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胀形完成后环件的最大外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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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环件轧制及胀形复合成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环件的成形方法，特别是涉及了钛合金环件轧制及胀形复合成形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环件的生产一般采用环轧直接成形或环轧+切削或环坯刚模胀形的方法成形

此类环件。采用环轧的方法直接成形异形环件时，当所成形异形环件壁厚均匀时，轧辊和环

坯之间没有稳定的接触面，这将使得辗轧过程难以持续进行，成形环件精度也难以满足航

空航天要求。环轧+切削的方法是先通过环轧成形矩形环件，再通过数控切削获得满足形状

尺寸要求的异形环件；该方法一方面切削破坏了金属流线从而降低了环件性能，另一方面

导致昂贵的钛合金材料利用率极低。

[0003] 环坯刚模胀形的方法，如公开号为102489596A的中国发明专利“钛合金矩形环轧

件热胀形成形为异形环件的方法”，提出了一种采用刚模胀形工艺将钛合金矩形环坯胀形

成为锥形环件的方法，由于该方法成形的环件精度由胀形模具保证，提高了成形精度。该方

法需高精度、高性能的环轧件作为毛坯，该专利未披露毛坯的设计和和成形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环轧及胀形的复合成形方法，克服现有技术

中存在的精度低，或者材料利用率不高，性能差的不足。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述钛合金环件轧制及胀形复合成形方法，其技术

方案包括以下步骤：

[0006] 第一步：确定胀形毛坯外径RZ、胀形毛坯内径rz、胀形毛坯高度hz、初始毛坯内径

r0、初始毛坯轴向高度h0和初始毛坯外径R0；

[0007] 根据未进行精加工的环件尺寸计算胀形工艺毛坯，所述未精加工环件壁厚为bf，

未精加工环件的最小外径为Rfmin，最大外径为Rfmax，所述未精加工环件壳体厚度的1/2处的

轴向长度为lf；所述胀形工艺毛坯为薄壁矩形环件，壁厚为  bz，高度为hz，外径为Rz，内径为

rz；胀形工艺毛坯尺寸计算公式为：

[0008] 所述毛坯的外径：Rz＝Rfmin，式中Rz为毛坯外径，Rfmin为环件最大外径；

[0009] 所述毛坯的高度：hz＝lf，式中hz为毛坯高度，lf为未精加工环件壳体厚度的1/2处

的轴向长度；

[0010] 所述毛坯的内径： 式中rz为毛坯内径，Rz为毛坯外径，bf

为未精加工环件壁厚，Rfmax为环件最大外径；

[0011] 设定 则所述轴向高度缩减量：Δh＝h0Δb2，式中Δh为轴向高度缩

减量，r0为初始毛坯内径，R1为主辊半径，R2为芯辊半径，h0为初始毛坯轴向高度，Δb为初始

毛坯壁厚总减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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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上述可知，初始毛坯外径：

[0013]

[0014] 初始毛坯高度：

[0015]

[0016] 再根据等体积原则，计算出初始毛坯内径；

[0017] 第二步：按照所述关系式，计算出初始毛坯各个尺寸，从而制备初始毛坯；

[0018] 第三步：通过环件辗轧将得到的初始毛坯成形为胀形毛坯；该毛坯的外径为  Rz，

壁厚为bz，轴向高度为hz；

[0019] 第四步：将胀形毛坯放入加热炉中加热至相变点以上30℃，保温一段时间后，套进

刚模胀形凸模外围进行胀形，胀形过程中模具芯轴在压力机作用下向下移动，从而使凸模

块沿径向水平移动将毛坯压入凹模中，成形环件；胀形过程分为三次，每次胀形完成后将环

件旋转90°进行下一次胀形，并通过控制每次胀形后环件最大外径来分配每次的胀形量。环

件的初始最大外径为Rz，第一次胀形完成后环件的最大外径为R1；将环件旋转90°进行第二

次胀形，第二次胀形完成后环件最大外径为R2，最次将环件旋转90°进行第三次胀形，将环

件胀形至最终尺寸，最大外径为Rfmax；三次胀形时，环件的旋转方向相同；

[0020] 所述每次胀形时间均为10～20s，完成胀形后环件旋转90°，然后对环件保压30s。

[0021] 所述第一次胀形完成后环件的最大外径为：

[0022] 所述第二次胀形完成后环件的最大外径为：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4] 本发明所述的钛合金环件轧制及胀形复合成形方法，结合刚模胀形方法可获得高

精度的技术优势，提出一种难变形钛合金等厚薄壁异形环件的轧胀复合成形方法。该方法

首先通过环轧获得薄壁矩形环件，然后通过刚模胀形获得高精度的等厚薄壁异形环件。

[0025] 由于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初始毛坯经环件辗轧得到薄壁矩形环件后经刚

模胀形得到薄壁异形环件，整个流程主要靠材料塑性成形，仅在最终阶段通过切削去除加

工余量。最终成形异形环件时采用的是刚模胀形，环件的最终几何形状和尺寸由模具保证。

附图说明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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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图1是钛合金薄壁异形环件刚模热胀形模具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本发明所述的钛合金环件轧制及胀形复合成形方法需要提供锻造加热炉、压

力机、轧环机、机械手等设备。下面以牌号为TC4的钛合金为例来详细说明该方法的具体实

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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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该合金的主要化学元素含量(重量百分比)为：含Al量5.5％～6.8％、含  V量3.5％

～4.5％、含Fe量≤0.30％、含C量≤0.10％、含N量≤0.05％、含H量≤0.015％、含O量≤

0.20％、其他元素单个≤0.10％且总和≤0.40％、余量为Ti。

[0030] 本方法的步骤如下：

[0031] 第一步：确定胀形毛坯外径RZ、胀形毛坯内径rz、胀形毛坯高度hz、初始毛坯内径

r0、初始毛坯轴向高度h0和初始毛坯外径R0；

[0032] 根据未进行精加工的环件尺寸计算胀形工艺毛坯，所述未精加工环件壁厚为bf，

未精加工环件的最小外径为Rfmin，最大外径为Rfmax，所述未精加工环件壳体厚度的1/2处的

轴向长度为lf；所述胀形工艺毛坯为薄壁矩形环件，壁厚为  bz，高度为hz，外径为Rz，内径为

rz；胀形工艺毛坯尺寸计算公式为：

[0033] 所述毛坯的外径：Rz＝Rfmin，式中Rz为毛坯外径，Rfmin为环件最大外径；

[0034] 所述毛坯的高度：hz＝lf，式中hz为毛坯高度，lf为未精加工环件壳体厚度的1/2处

的轴向长度；

[0035] 所述毛坯的内径： 式中rz为毛坯内径，Rz为毛坯外径，bf

为未精加工环件壁厚，Rfmax为环件最大外径；

[0036] 设定 则所述轴向高度缩减量：Δh＝h0Δb2，式中Δh为轴向高度缩

减量，r0为初始毛坯内径，R1为主辊半径，R2为芯辊半径，h0为初始毛坯轴向高度，Δb为初始

毛坯壁厚总减小量；

[0037] 上述可知，初始毛坯外径：

[0038]

[0039] 初始毛坯高度：

[0040]

[0041] 再根据等体积原则，计算出初始毛坯内径；

[0042] 第二步：按照所述关系式，计算出初始毛坯各个尺寸，从而制备初始毛坯；

[0043] 第三步：通过环件辗轧将得到的初始毛坯成形为胀形毛坯；该毛坯的外径为  Rz，

壁厚为bz，轴向高度为hz；

[0044] 第四步：如图1所示。将胀形毛坯放入加热炉中加热至相变点以上30℃，保温一段

时间后，套进刚模胀形凸模外围进行胀形，胀形过程中模具芯轴在压力机作用下向下移动，

从而使凸模块沿径向水平移动将毛坯压入凹模中，成形环件；胀形过程分为三次，每次胀形

完成后将环件旋转90°进行下一次胀形，并通过控制每次胀形后环件最大外径来分配每次

的胀形量。环件的初始最大外径为Rz，第一次胀形完成后环件的最大外径为R1；将环件旋转

90°进行第二次胀形，第二次胀形完成后环件最大外径为R2，最次将环件旋转90°进行第三

次胀形，将环件胀形至最终尺寸，最大外径为Rfmax；三次胀形时，环件的旋转方向相同；

[0045] 所述每次胀形时间均为10～20s，完成胀形后环件旋转90°，然后对环件保压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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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所述第一次胀形完成后环件的最大外径为：

[0047] 所述第二次胀形完成后环件的最大外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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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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