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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

压成形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

球零件的旋压成形方法，零件为变壁厚铝合金板

材，包括曲母线段和直线段，所述旋压成形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准备合适厚度的铝合金板

材，根据工艺要求铣加工至设计要求的形状和尺

寸，即旋压毛坯；步骤2、退火处理；步骤3、旋压加

工，3.1确定旋压的道次数，完成旋压轨迹设计；

3.2安装旋压毛坯；3.3以旋压轨迹为基础设计旋

压程序，启动旋压程序开始旋压，直至完成该道

次的旋压工步；3.4重复步骤3.3，经过多道次旋

压后完成旋压成形过程；步骤4、对零件端面车削

加工，得到具有变壁厚的铝合金半球形零件。本

发明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大幅降低了原材料投入、

模具投入及维护保养等费用，缩短了加工周期，

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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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压成形方法，所述零件为变壁厚铝合金板

材，包括曲母线段和直线段，其特征在于，所述旋压成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待加工零件根据工艺要求铣加工至设计要求的形状和尺寸，即旋压毛坯，所述

旋压毛坯为变壁厚毛坯，中心部位较薄，边缘部位较厚，中心部位与边缘部位通过圆弧圆滑

过渡，壁厚按减薄率60％‑70％确定，所述旋压毛坯直径按体积不变原则确定；

步骤2、退火处理；

步骤3、旋压加工；

步骤3.1、确定旋压的道次数，完成旋压轨迹设计，在旋压轨迹设计时，相邻道次间后一

道次的起旋点位于前一道次的终旋点之前，在终旋道次之前的旋压道次中采用普通旋压，

且旋压间隙大于旋压毛坯的厚度；在终旋道次时采用强力旋压，旋压间隙小于旋压毛坯的

厚度，旋压间隙按照旋压毛坯的厚度、道次减薄率和零件最终厚度确定；

步骤3.2、安装旋压毛坯；

步骤3.3、以旋压轨迹为基础设计旋压程序，启动旋压程序开始旋压，直至完成首道次

的旋压加工过程；

步骤3.4、重复步骤3.3，经过多道次旋压后完成旋压成形加工过程；

步骤4、对零件端面车削加工，得到具有变壁厚的铝合金半球形零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压成形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述旋压毛坯与旋压芯模相接触一面的中心部位为与旋压芯模球头部

位相契合的圆弧状凹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压成形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1中，根据旋压毛坯壁厚和极限减薄率，零件的最终厚度确定旋压道次数；

并设置转速和进给速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压成形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4中，在旋压较薄部位的道次中，采用常温旋压，在旋压较厚部位的道次

中，采用加热旋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压成形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4中，在加热旋压前，取下零件后在零件芯模球头部位涂抹耐高温润滑剂

二硫化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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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压成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旋压成形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

旋压成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是航空航天领域的一种典型零件，目前针对这类

产品主要采用锻造和车削加工的方式进行生产。但当产品尺寸较大或产品性能要求较高

时，锻造和车削加工则致使材料利用率低，性能无法保证，而且生产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压成形

方法，材料利用率高，经过旋压后的金属强度高，加工工序少，生产效率高，更易于产品质量

的控制。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压成形方

法，零件为变壁厚铝合金板材，包括曲母线段和直线段，所述旋压成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步骤1、待加工零件根据工艺要求铣加工至设计要求的形状和尺寸，即旋压毛坯，

旋压毛坯为变壁厚毛坯，中心部位较薄，边缘部位较厚，中心部位与边缘部位通过圆弧圆滑

过渡，壁厚按减薄率60％‑70％确定；旋压毛坯直径按体积不变原则确定；

[0006] 步骤2、退火处理；

[0007] 步骤3、旋压加工；

[0008] 步骤3.1、确定旋压的道次数，完成旋压轨迹设计，在旋压轨迹设计时，相邻道次间

后一道次在起旋点位于前一道次的终旋点之前，在终旋道次前的旋压道次中采用普通旋

压，旋压间隙大于旋压毛坯的厚度；在终旋道次时采用强力旋压，旋压间隙小于旋压毛坯的

厚度，终旋道次时旋压间隙按照旋压毛坯的厚度、极限减薄率和零件最终厚度确定；

[0009] 步骤3.2、安装旋压毛坯；

[0010] 步骤3.3、以旋压轨迹为基础设计旋压程序，启动旋压程序开始旋压，直至完成首

道次的旋压加工过程；

[0011] 步骤3.4、重复步骤3.3，经过多道次旋压后完成旋压成形加工过程；

[0012] 步骤4、对零件端面车削加工，得到具有变壁厚的铝合金半球形零件。

[0013] 进一步优化，在如上所述的成形方法的步骤1中，旋压毛坯与旋压芯模相接触一面

的中心部位为与旋压芯模球头部位相契合的圆弧状凹陷。

[0014] 进一步优化，在如上所述的成形方法的步骤3.1中，根据旋压毛坯壁厚和极限减薄

率，零件的最终厚度确定旋压道次数；并设置转速和进给速率。

[0015] 进一步优化，在如上所述的成形方法的步骤3.4中，在旋压较薄部位的道次中，采

用常温旋压，在旋压较厚部位的道次中，采用加热旋压。

[0016] 进一步优化，在如上所述的成形方法的步骤3.4中，在加热旋压前，取下零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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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内型面中心涂抹耐高温润滑剂二硫化钼。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出的方法通过设计特殊尺寸和形状的旋压毛坯，

结合普通旋压和强力旋压，并在旋压过程中辅以加热旋压，以及热处理和车削加工等步骤

对旋压毛坯加工，整体成形出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

[0018] 本发明成形产品互换性强，可用于多种类似结构的曲母线形变壁厚零件旋压成

形，通过本工艺可使零件一体成形，综合性能良好，材料利用率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压成形方法工艺流程图；

[0020] 图2为旋压毛坯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旋压轨迹示意图；

[0022] 图4为曲母线形变壁厚零件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1‑圆弧状凹陷2‑零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参考图1‑图4并结合具体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例通过解释

本发明的方式提供而非限制本发明。实际上，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清楚，在不脱离本发明的

范围的情况下，可在本发明中进行修改和变形。例如，描述为一个实施例的一部分的特征可

用于另一个实施例，以产生又一个实施例。因此，所期望的是，本发明包含归入所附权利要

求及其等同物的范围内的此类修改和变形。

[0025] 具体实施例：加工如图4所示的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2，其制造高度为

314mm，大端外径为560mm，大端壁厚为12.5mm，设计材料为1050铝合金。加工工艺如图1所

示，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0026] 1)准备合适厚度的铝合金板材，并根据工艺要求铣加工至设计要求的形状和尺寸

的旋压毛坯。将旋压毛坯设计为如图2所示的结构，其中旋压毛坯直径660mm，较厚部分厚度

25mm，较薄部分厚度10mm，其中旋压毛坯与旋压芯模相接触一面的中心部位为与旋压芯模

球头部位相契合的圆弧状凹陷1，圆弧状凹陷1处厚度9mm。旋压毛坯经过旋压成形工艺后，

其内表面与模具贴合，贴合后的尺寸满足最终产品的内型面尺寸要求，旋压毛坯的壁厚依

据旋压减薄率和产品最终壁厚确定。根据1050铝合金的特点，减薄率设定为65％，并考虑到

旋压后车削加工得余量，旋压毛坯形状如图2所示。

[0027] 2)退火处理。

[0028] 对旋压毛坯进行退火处理，以降低其强度，使之符合旋压加工要求。

[0029] 3)旋压加工

[0030] 如图3所示，根据旋压毛坯的初始尺寸及产品的最终尺寸，将整个旋压过程共分为

14个道次进行，具体过程如下：安装旋压毛坯，以设计好的旋压轨迹为基础编制旋压程序，

执行旋压程序，各道次的旋压工艺参数：主轴转速80r/min，进给速度40mm/min，旋轮圆角半

径为R16。在旋压成形步骤中，所述旋压成形包括以下步骤：

[0031] 3.1配制好二硫化钼润滑剂，均匀涂抹在旋压毛坯的外表面，旋压过程中连续对旋

轮和零件2进行润滑，以保证零件2的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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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3.2前13道次采用普通旋压，只改变零件2的形状，不改变零件2的厚度，第14道次

为强力旋压，不但改变零件2的形状，也改变零件2的厚度。

[0033] 3.3第7道次至第14道次采用加热旋压，其余道次为常温旋压。加热旋前时先对零

件2较厚进行预热，预热时间为5min‑10min，红外测温仪检测加热温度在350℃后开始旋压，

旋压过程中应控制旋轮前端坯料温度在300℃；

[0034] 3.4在第6道次旋压完成后卸下零件2，在芯模球头部位均匀涂抹二硫化钼润滑剂，

涂抹完成后将零件2重新安装在旋压机上，继续执行旋压程序。

[0035] 3.5在旋压过程中，相邻道次间后一道次在起旋点位于前一道次的终旋点之前。

[0036] 4)车削加工。对经过多道次旋压后的零件2端面进行车削加工，以便于后续工序装

夹时调整同轴度。

[0037]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曲母线形变壁厚铝合金半球零件的旋压成形方法，成形后工件

达到设计图纸尺寸要求。同时，该成形方法实用性强，采用该工艺方法和工装旋压过程稳定

可靠，零件内表面质量好，无质量缺陷。该方法根据零件2结构特点，制定了强旋与普选结合

的旋压方式，普选逐步降低工件直径，强旋保证零件内型面尺寸和零件2的厚度，同时由于

零件2的大端厚度较高，因此旋压过程中辅以加热旋压以克服设备旋压能力不足带来的问

题。本发明成形产品互换性强，可用于多种类似结构的曲母线形变壁厚零件旋压成形，通过

本工艺可使零件一体成形，综合性能良好，材料利用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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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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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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