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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

塑性成形方法。将钛合金坯料在600℃加热，保温

2小时，迅速加热至相变点以下10℃～15℃，保温

30分钟；接着将钛合金坯料取出，迅速放入预成

形模具中，合模，以5mm/s的速度进行挤压，挤压

完成后开模取出预制坯，冷却；接着换入终成形

模具，并将终成形模具中的挤压垫加热并控制保

持恒温，终成形模具中的凹模进行分区加热并控

制各分区保持恒温；重复坯料加热步骤后，将预

成形坯料放入终成形模具中，合模，采用挤压设

备对钛合金预成形坯料进行拉-压应力交互加载

式挤压成形，最终完成整个钛合金壳体的成形。

本发明可以解决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成形设备

要求高，吨位和工作高度不够的难题，工艺操作

简便，生产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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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下料

将钛合金棒料车削为所需尺寸的坯料；

步骤二、坯料加热

将步骤一获得的坯料进行阶梯升温：在600℃加热，保温2小时，接着迅速加热至相变点

以下10℃～15℃，保温30分钟；

步骤三、壳体预成形

将坯料放入模具中，合模，采用挤压设备对钛合金坯料进行反挤压预成形，挤压出定位

底座和内孔，完成挤压后，放入空气中冷却；

步骤四、换模

将钛合金壳体终成形模具装入挤压设备中；

步骤五、模具准备

将步骤四终成形模具中的挤压垫加热并控制保持恒温，终成形模具中的凹模进行分区

加热并控制各分区保持恒温；

步骤六、坯料加热

将步骤三获得的预成形坯料进行阶梯升温：在600℃加热，保温2小时，接着迅速加热至

相变点以下10℃～15℃，保温30分钟；

步骤七、壳体终成形

将预成形坯料放入终成形模具中，合模，采用挤压设备对钛合金预成形坯料进行拉-压

应力交互加载式挤压成形，完成挤压后，放入空气中冷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一中的坯料直径尺寸为锻件设计外径的1.2～1.5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三中的预成形凹模内孔底径为产品外径的0.95～0.98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三中的预成形凸模外径为产品设计内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三中的反挤压预成形凸模挤入深度为坯料长度的0.7～0.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五中的挤压垫加热温度为挤压坯料相变点以下5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五中的终成形凹模加热为分区加热控温，高温区为挤压变形部位，温度为挤压坯料相变点

以下20℃～30℃，中温区为待变形部位温度为挤压坯料相变点以下40℃～50℃，低温区为

变形完成部位，温度为挤压坯料相变点以下80℃～10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五中的终成形凹模内径为钛合金壳体设计外径的1.0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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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成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钛合金作为在航空航天领域广泛应用的优质轻合金，具有高强、高韧、高耐蚀等优

点；但另一方面，由于钛合金是难变形材料，变形抗力大，塑性流动性差，特别是大长径比的

钛合金零件，挤压行程长，温降快，若加热温度不够，极易出现挤压裂纹，和挤压力过大无法

继续成形的情况；而加热温度过高，又会形成魏氏组织，导致产品延伸率大幅下降。目前钛

合金壳体的成形一般采用反挤压的传统成形工艺，但对于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构件，采用

反挤压工艺对设备和工装要求高，需要有足够空间的工作台尺寸和足够大的挤压吨位，工

装的材料也要求很高的耐磨和耐热性，制备的钛合金壳体壁厚差往往也难以控制，故而这

类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常直接采用大直径棒料机械加工制造，与塑性成形制坯的工艺相

比，构件性能较差且成本高，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提供一种操作简便、材料利用率高、性能高、成本低的大长径比钛合金壳

体塑性成形方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下料

将钛合金棒料车削为所需尺寸的坯料；

步骤二、加热

将步骤一获得的坯料进行阶梯升温：在600℃加热，保温2小时，接着迅速加热至相变点

以下10℃～15℃，保温30分钟；

步骤三、壳体预成形

将坯料放入模具中，合模，采用挤压设备对钛合金坯料进行反挤压预成形，挤压出定位

底座和内孔，完成挤压后，放入空气中冷却；

步骤四、换模

将钛合金壳体终成形模具装入挤压设备中；

步骤五、模具准备

将步骤四终成形模具中的挤压垫加热并控制保持恒温，终成形模具中的凹模进行分区

加热并控制各分区保持恒温；

步骤六、加热

将步骤三获得的预成形坯料进行阶梯升温：在600℃加热，保温2小时，接着迅速加热至

相变点以下10℃～15℃，保温30分钟；

步骤七、壳体终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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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预成形坯料放入终成形模具中，合模，采用挤压设备对钛合金预成形坯料进行拉-压

应力交互加载式挤压成形，完成挤压后，放入空气中冷却。

[0005] 进一步，所述步骤三、步骤七中的挤压设备均为卧式挤压机。所述步骤五中的凹模

加热控温设备为分区感应加热控温设备。

[0006]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不仅能够克服钛合金深孔壳体零件传统反挤压时挤压行程长、成形缺陷多、

挤压力过大的难题，亦能够避免钛合金挤压中出现魏氏组织导致性能降低的问题。

[0007] 2、应用本发明，可制备长径比≤4.5的钛合金壳体锻件。

[0008] 3、应用本发明，可显著提高钛合金壳体的壁厚差；

4、本发明可操作强，效率高，成本低，可工程化大规模生产。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挤压预成形步骤（1）示意图；

图2为挤压预成形步骤（2）示意图；

图3为挤压终成形步骤（1）示意图；

图4为挤压终成形步骤（2）示意图；

图5为实施例1中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分区加热控温示意图。

[0010] 图中，1-挤压筒  2-预成形凸模  3-凹模  4-预制坯  5-挤压垫  6-终成形凸模  7-终

成形坯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以下具体实施

方式只用于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该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上述发明内容对本发明做出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

[0012] 实施例1：

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下料：将φ200mm的Ti12LC钛合金棒料车削为φ196mm×100mm的坯料；

2、加热：将预制坯料在电阻加热炉中加热至600℃，保温2小时，接着迅速加热至930℃，

保温30min；（该钛合金相变温度为945℃）；

3、壳体预成形：将钛合金预制坯料放入模具中，合模，以5mm/s的挤压速度进行反挤压

预成形（其中凹模的内孔底径为φ135mm，凸模外径为φ118mm），凸模挤入深度78mm，完成挤

压成形后，放入空气中冷却；

4、换模：将钛合金壳体终成形模具装入挤压设备中；

5、模具准备：将挤压垫加热至895℃并保持恒温，凹模进行分区加热并保持恒温，高温

区为920℃，中温区为900℃，低温区为850℃。

[0013] 6、加热：将步骤3获得的预成形坯料进行阶梯升温：在600℃加热，保温2小时，接着

迅速加热至930℃，保温30分钟；

7、壳体终成形：将预成形坯料放入终成形模具中，合模，采用挤压设备对钛合金预成形

坯料进行拉-压应力交互加载式挤压成形（其中凹模的内径为φ145mm，凸模外径为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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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mm），完成挤压后，放入空气中冷却。

[0014] 8、按照钛合金壳体锻件技术要求对步骤6完成的壳体锻件进行检验。

[0015] 采用本发明制备的钛合金深孔壳体构件，φ外径138mm，长度440mm，内孔深390mm，

壁厚差＜0.2mm，经热处理后抗拉强度大于1100MPa，延伸率大于12.5％，表面无缺陷，满足

锻件技术要求。

[0016] 实施例2：

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下料：将φ250mm的Ti12LC钛合金棒料车削为φ246mm×125mm的坯料；

2、加热：将预制坯料在电阻加热炉中加热至600℃，保温2小时，接着迅速加热至970℃，

保温30min；（该钛合金相变温度为980℃）；

3、壳体预成形：将钛合金预制坯料放入模具中，合模，以5mm/s的挤压速度进行反挤压

成形（其中凹模的内孔底径为φ172mm，凸模外径为φ156mm），凸模挤入深度100mm，完成挤

压成形后，放入空气中冷却；

4、换模：将钛合金壳体终成形模具装入挤压设备中；

5、模具准备：将挤压垫加热至930℃并保持恒温，凹模进行分区加热并保持恒温，高温

区为950℃，中温区为930℃，低温区为880℃。

[0017] 6、加热：将步骤3获得的预成形坯料进行阶梯升温：在600℃加热，保温2小时，接着

迅速加热至970℃，保温30分钟；

7、壳体终成形：将预成形坯料放入终成形模具中，合模，采用挤压设备对钛合金预成形

坯料进行拉-压应力交互加载式挤压成形（其中凹模的内径为φ185mm，凸模外径为φ

156mm），完成挤压后，放入空气中冷却。

[0018] 8、按照钛合金壳体锻件技术要求对步骤6完成的壳体锻件进行检验。

[0019] 采用本发明制备的钛合金深孔壳体构件，外径φ176mm，长度600mm，内孔深540mm，

壁厚差＜0.2mm，经热处理后抗拉强度大于1080MPa，延伸率大于10％，表面无缺陷，满足锻

件技术要求。

[0020] 实施例3：

一种大长径比钛合金壳体的塑性成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下料：将φ220mm的Ti12LC钛合金棒料车削为φ216mm×121mm的坯料；

2、加热：将预制坯料在电阻加热炉中加热至600℃，保温2小时，接着迅速加热至870℃，

保温30min；（该钛合金相变温度为885℃）；

3、壳体预成形：将钛合金预制坯料放入模具中，合模，以5mm/s的挤压速度进行反挤压

成形（其中凹模的内孔底径为φ152mm，凸模外径为φ125mm），凸模挤入深度85mm，完成挤压

成形后，放入空气中冷却；

4、换模：将钛合金壳体终成形模具装入挤压设备中；

5、模具准备：将挤压垫加热至835℃并保持恒温，凹模进行分区加热并保持恒温，高温

区为860℃，中温区为840℃，低温区为800℃。

[0021] 6、加热：将步骤3获得的预成形坯料进行阶梯升温：在600℃加热，保温2小时，接着

迅速加热至970℃，保温30分钟；

7、壳体终成形：将预成形坯料放入终成形模具中，合模，采用挤压设备对钛合金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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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料进行拉-压应力交互加载式挤压成形（其中凹模的内径为φ163mm，凸模外径为φ

125mm），完成挤压后，放入空气中冷却。

[0022] 8、按照钛合金壳体锻件技术要求对步骤6完成的壳体锻件进行检验。

[0023] 采用本发明制备的钛合金深孔壳体零件，直径φ155mm，长度450mm，内孔深380mm，

壁厚差＜0.2mm，经热处理后抗拉强度大于1120MPa，延伸率大于12％，表面无缺陷，满足锻

件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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