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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

结构转接管制备方法，包括成形模具设计、坯料

设计、外管成形、填充芯模、内管装配、内管成形、

切除工艺端和加热去除芯模等步骤。本发明采用

液压成形，成形方式简单，对模具材料要求低，成

形效率高，成形精度高，成本低；采用低熔点合金

作为半封闭封闭无拔模间隙芯模，实现了半封闭

间隙成形，芯模加工容易，去除方便，无残留。本

发明制备的高温合金转接管采用双层结构，刚度

高，重量轻，可作为高低温转换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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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S1、成形模具设计：根据零件成形外形，设计外管成形模具，将外管成形模具设计成左

右分半形式，并在两边设计锥形密封堵头；

S2、坯料设计：按照外管直径设计外管坯料，按照内管直径设计内管坯料，管坯两端预

留工艺端；

S3、外管成形：将外管坯料装入成形模具后，两端用锥形密封堵头密封，将模具锁紧或

压紧后注入水压使外管成形；

S4、填充芯模：按照间隙的形状加工芯模，将加工好的芯模填充入需要形成间隙的部

位；

S5、内管装配：将内管坯料装入成形后的外管内部，并加装两端密封堵头，检查装配的

气密性；

S6、内管成形：向内管中注入水压使内管成形；

S7、切除工艺端：成形后切除两端的工艺端；

S8、加热去除芯模：将切除工艺端后的成形管坯加热，使芯模熔化后流出，得到所需的

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堵头厚度50mm，锥度7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形模具和密封堵头采用A3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2中，管坯采用高温合金轧

制无缝管坯或采用卷圆焊接的管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3中，成形水压为10MPa。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4中，芯模为低熔点金属芯

模。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4中，芯模通过金属胶粘接

固定在需要形成间隙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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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温合金成形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

结构转接管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超声速飞行和增强突防能力的需求。超声速巡航导弹作为新一代“杀手锏”武器的

典型代表，导弹飞行速度在Ma3.0～4.5之间，飞行时间约30分钟，弹体受气动热温度高达

650℃～750℃，新型高性能金属材料是超声速巡航导弹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未来高超声

速巡航导弹Ma≥6，弹体表面温度≥1100℃，严重的气动加热环境对弹体结构材料提出了全

新的要求；新型防空导弹Ma≥10，弹体表面温度达2000℃以上，对新型金属材料提出强度

高、塑性好、耐高温等更高要求。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燃烧室、喉衬、喷管能够在短时间内达

到上千度高温，开发新型发动机用高性能金属结构材料是保障发动机高效工作的关键，而

目前能够满足超巡弹体结构需要的新材料体系有高温合金和钛合金，这两种材料必将在未

来型号中得到广泛应用，开展这两种材料的连接工艺，实现结构减重，十分必要。

[0003] 对于目前的双层半封闭结构薄壁结构，如图1所示，其结构上采用双层薄壁结构，

其中外管①为具有第一直径Φ1，壁厚0.2mm的高温合金薄壁管，内管②为具有第二直径Φ

2，壁厚0.4mm的高温合薄壁金管，外管和内管在两端形成宽度为t的间隙③，间隙③为腰鼓

形状，其形成的间隙为半封闭型间隙，中间为直筒段，内管的腰鼓段第三外径Φ3大于内管

的等直段第四外径Φ4。由于Φ3>Φ4，当内管和外管分别成形后，内管将不能插入到外管

中，如果先成形外管，然后将等直段内管插入到外管中，此时在内管和外管间隙处需要有芯

模才能保证成形间隙t，而一旦成形后芯模不能从间隙中取出来，形成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

接管。

发明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制备方法，以解决如何制备

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的技术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制

备方法，该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S1、成形模具设计：根据零件成形外形，设计外管成形模具，将外管成形模具设计

成左右分半形式，并在两边设计锥形密封堵头；

[0009] S2、坯料设计：按照外管直径设计外管坯料，按照内管直径设计内管坯料，管坯两

端预留工艺端；

[0010] S3、外管成形：将外管坯料装入成形模具后，两端用锥形密封堵头密封，将模具锁

紧或压紧后注入水压使外管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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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S4、填充芯模：按照间隙的形状加工芯模，将加工好的芯模填充入需要形成间隙的

部位；

[0012] S5、内管装配：将内管坯料装入成形后的外管内部，并加装两端密封堵头，检查装

配的气密性；

[0013] S6、内管成形：向内管中注入水压使内管成形；

[0014] S7、切除工艺端：成形后切除两端的工艺端；

[0015] S8、加热去除芯模：将切除工艺端后的成形管坯加热，使芯模熔化后流出，得到所

需的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

[0016] 进一步地，密封堵头厚度50mm，锥度72°。

[0017] 进一步地，成形模具和密封堵头采用A3钢。

[0018] 进一步地，在步骤S2中，管坯采用高温合金轧制无缝管坯或采用卷圆焊接的管坯。

[0019] 进一步地，在步骤S3中，成形水压为10MPa。

[0020] 进一步地，在步骤S4中，芯模为低熔点金属芯模。

[0021] 进一步地，在步骤S4中，芯模通过金属胶粘接固定在需要形成间隙的部位。

[0022] (三)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提出的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制备方法，包括成形模具设

计、坯料设计、外管成形、填充芯模、内管装配、内管成形、切除工艺端和加热去除芯模等步

骤。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包括：

[0025] 1、本发明采用液压成形，成形方式简单，对模具材料要求低，成形效率高，成形精

度高，成本低。

[0026] 2、本发明制备采用低熔点合金作为半封闭封闭无拔模间隙芯模，实现了半封闭间

隙成形，芯模加工容易，去除方便，无残留。

[0027] 3、本发明制备的高温合金转接管采用双层结构，刚度高，重量轻，可作为高低温转

换部件。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内管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外管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成形模具及密封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外管成形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内管装配及成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内容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

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5] 本实施例提出一种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制备方法，其要制备的高

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整体结构如图1所示，内外管结构分别如图2和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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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零件尺寸如表1所示。

[0036] 表1成形零件尺寸

[0037] φ1 φ2 φ3 φ4 t δ1 δ2 零件长度

35.9mm 34.3mm 35.7mm 32.8mm 0.62mm 0.4mm 0.4mm 47.2mm

[0038] 该转接管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9] S1、成形模具设计：根据零件成形外形，设计外管成形模具，外管采用液压成形技

术，根据外管的形状，将外管模具设计成左右分半形式，并在两边设计锥形密封堵头，如图4

所示。密封堵头厚度50mm，锥度72°，保证管坯内成形时密封。模具和密封堵头采用A3钢。模

具设计时应考虑高温合金冷成形后回弹量，可按照3～5％回弹量设计成形模具，模具可采

用普通碳钢材料，内型面加工尺寸精度±0.02。

[0040] S2、坯料设计：按照外管第一直径Ф1设计外管坯料，按照内管第四直径Ф4设计内

管坯料，根据设计需要，管坯可采用高温合金轧制无缝管坯或采用卷圆焊接的管坯，管坯两

端预留工艺端t1、t2，两工艺端t1＝t2＝13.7mm，工艺端长度以能够实现锥形密封为设计原

则。

[0041] S3、外管成形：如图5所示，将外管坯料1装入成形模具2后，两端用密封锥形堵头3

密封，将模具锁紧或用压力机压紧后注入水压使外管成形，水压大小应根据成形零件壁厚

计算得出。本实施例中，成形水压为10MPa。

[0042] S4、填充芯模：按照间隙的形状加工芯模4，将加工好的锡合金芯模4填充入需要形

成间隙的部位，芯模4固定可用金属胶进行粘接。

[0043] S5、内管装配：如图6所示，将内管坯料5装入成形后的外管内部，并加装两端密封

堵头3，检查装配的气密性。

[0044] S6、内管成形：通过进水管6向内管中注入水压使内管成形。将模具锁紧或用压力

机压紧后打水压胀形。

[0045] S7、切除工艺端：成形后切除工艺端t1、t2。

[0046] S8、加热去除低熔点合金芯模：将切除工艺端后的成形管坯加热，使低熔点锡合金

芯模熔化后流出，得到所需的高温合金半封闭双层薄壁结构转接管。

[004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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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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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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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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