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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调节阀气室盖液态模锻成形工艺研究 

刘忠德 

(江苏理工大学材料工程 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 根据流量调 节阀气室盖零件的结构特征，选择合适的成形方法，讨论 1在制 

定液态摸锻 I艺参数时应考虑的问题以及摸具设计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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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lted metal squeezing of topworks of flow regulator 

LIU Zhong—de 

(School 0 Material Engineering，Jiangsu University n{Science and Technol。g yI Zhenjiang 212013．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0 the architecture character af topworks of flow valve． choosing an 

adaptable forming method， discussing problems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laying down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and some matters which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die designing． 

Key words： regulator valve； forgings； melted metal squeezing 

l 概述 

流量调节阀下盖 (图 1)是该阀门动作执 

行机构的一个重要零件，材料为铝合金。该零 

件 由头部和框架部组成其主体外形。头部的法 

兰端为配合面，有气密性要求，内腔凹处有数 

个凸台，为非加工表面，框架结构处有凸台及 

细而薄的加强筋。整个零件的轴向截面尺寸变 

化很大。且绝大部分为非加工表面。因此．在 

确保 内在质量的前提下取得 良好的表面质量， 

图 1 流量调节阀下盖 

是该零件成形的关键。 

2 比较分析 

从金属成形的角度分析，砂型铸造表面粗 

糙 ．加工余量大．工件内部的缺陷也较多，不 

能满足该零件的要求。金属型铸造较砂型铸造 

工件性能虽有所改善 ，但加工余量偏大，表面 

质量也较差。对于模 型锻造，因工 件形 状复 

杂，模锻工步繁复而且需要设置多分模面．不 

仅工艺难度大 ．浪费材料多，而且成形质量也 

难以保证。经过比较，同时考虑现场条件，采 

用了液态模锻成形的工艺方法。 

液态模锻是用熔融的金属为原料．直接浇 

入金属模腔内，然后在液态或半固态的金属上 

施加一定的压力．使之结晶并产生微量的塑性 

变形，从而获得工件的工艺方法。与压力铸造 

相比，液态模锻工艺主要特点为：①可用通用 

液压机成形，设备投资小，通用性强。②工件 

内部质量好，晶粒细小，组织均匀致密，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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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洁。③排气性好，可避免皮下气泡、缩孔与 

裂纹的产生。④材料利用率高，模具简单，成 

本低。 

用液态模锻工艺生产的铝合金活塞锻件的 

机械性能及材料利用率与其他成形方法比较的 

结果见表 1和表 2。 

表 1 不同成形方法 LDll铝台金 

活塞机械性能指标比较 

表 2 不同成形方法铝台金活塞材料利用率比较 

3 基本工艺参数 

3．1 比压 

为避免形变引起铝合金在较大的结晶温度 

范围内产生缩孔、疏松及气孔等缺陷，应选择 

合适的比压以提高工件 内部的质量 与机械性 

能。考虑到该工件框架部位的截面小，结晶速 

度快．且为糊状结晶，适 当地提高比压，有利 

于液态金属在等静压的条件下挤入枝晶间隙， 

既能消除结晶缺陷，又能达到微量塑性变形的 

目的。 

3．2 加 压 

对铝合金而言，根据实际浇铸温度和模具 

的预热温度，加压开始时 间可适 当延长 (15s 

左右)，以使液态金属 充分排气 ，在熔融状态 

下施加压力。增加组织的致密程度。 

加压速度可以压力机的行程速度来控制， 

但应适当选择。过快易在凸模下产生涡流而卷 

入气体，造成液态金属的飞溅。过慢则结壳过 

厚，加压后金属 的塑 变效果不 良。一般 可取 

0．2～0．4m／s。 

根据 该工 件 的尺寸，选定 0．5s／mm (即 

10s)的保压时间，不可过长，以避免模温过 

高，降低模具的使用寿命。 

3．3 浇铸温 度 

浇铸温度选择合适与否，对缩孔形成倾 向 

有直接的影响。从有利于液态金属排气的角度 

分析，浇铸温度应偏低些，可取超过液相线温 

度 80℃左右。若浇铸温度过低，会导致液态 

金属凝固速度过快。过高则易在工件厚壁处产 

生缩孔，使所需成形比压增高，不易保证工件 

质量。 

3．5 模具 

由于该工 件下部框架结构 的形状较 为复 

杂，为避免冷隔及表面裂纹的产生，模具的预 

热温度可取 250℃左右。 

为便于成形后锻 件脱 模．减少模具 的磨 

损，防止模具在工作时产生热腐蚀与热疲劳， 

在每模压制前均采用 1．5：1．0的油基石墨混合 

润裙剂喷涂于模具内腔表面，效果较好。 

4 模具设计 

根据该工件的外形特征，应采用凸形冲头 

加压法。分模 面选在工件头部法兰的上表面， 

底部框架结构在下模与可双向滑动的模芯构成 

的模腔内成形 ，在框架内中间分型 液态模锻 

铝合 金锻 件 时，凸凹 模 的 间隙可 按 0．05～ 

0．1mm来选定，虽大 不可超过 0．2ram，否则 

易在模具间隙处形成较大的纵 向飞剌，增加清 

理工时。该件法兰底部因存在 自然斜度，可不 

予以考虑 框架部为便于脱模，应制出 1 ～3 

的模锻斜度。 

成形结束后，先将下模模芯抽出后才可将 

锻件取出。模芯的闭合与抽出动作由可锁紧的 

手动偏心轮或液压缸来完成。为保证模芯闭合 

与退出位置的准确，抽芯机构上应设置定位零 

件，使得模芯既能闭合严密，避免接触面上纵 

向飞剌的产生，又能退出到位，留有足够的空 

间，顺利取件 留在下模中的锻件 由压力机工 

作台面下的顶出缸实施顶出动作。因工件框架 

下部有一 ~18mmx 2ram 的凸台，为了使锻件 

排 出顺利，不受损伤，该凸台的成形胶直接在 

顶 出器中制 出。在模腔内易容纳气体 的地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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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排气孔，以便于排除模腔内的气体。本模 

具利用顶出器的配合间隙 (0．05ram)进行排 

气。 

为使模具工作 时合模准确，调试维 修方 

便 ，仅依靠上下模 自身的导 向是不够的。本模 

具在模架上设置了对角分布的导柱、导套，以 

消除加压时产生的侧向力的影响。对于有芯阻 

碍的铝合金，取收缩率为 0墙％。此外，还应 

考虑模具的冷却系统和多余液态金属 的溢出通 

道 

1下模板 2．支架 3．藏压缸 4．导柱 5．导套 6．上模板 

7 冲头 8，上垫板 9 固定板 lO．侧芯 】】导向块 12．下模 

13 顶件器 l4．顶杆 】5．下垫板 l6 压缩弹簧 17 水玲套 

图 2 模具结构 

为了达到均匀 良好的塑变效果，避免因模 

腔狭窄，上模施压距离过长，导致形变不 良而 

产生裂纹，本模具采用了冲头与顶件器同时加 

压的成形方式 (图 2)。上 下模封 闭时多余金 

属液体由溢流槽排出，其后 凹模随着上模的推 

动下行，使得模腔 内的液态金届在凸模与顶件 

器的双重加压下结晶，从而获得较为致密的组 

织。 

5 结语 

液态模锻工艺是铸造与热模锻相结合的制 

造方式，对于一些形状复杂，性能又有一定要 

求制件的成形，有着其他工艺方法无可比拟的 

优越之处。对于多品种、多规格的阀门行业有 

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在工艺设计中，应根据液 

态金属在加压条件下完成结品过程的特 氨，充 

分考虑具体和件的结构特征进行工艺参数的选 

择和模具设计。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该工艺的 

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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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可及时响应上位机修改工作状态或重新设 

定给定值的要求。单片机通过A／D转换输入 

阀入、出口的压力值和称重传感器的受力值并 

计算出流量值 ．与给定的压力或流量值进行比 

较，不相符时输出电机运行信号进行调整，相 

符后发出就地显示信号 ．复位通讯模块后与上 

位机通讯，将当前的数据远传至数据库 保存， 

供数据分析使用。本段程序反复运行。 

程序在运行中要重视看 门狗的正确使用． 

并对系统中不正常状态的应急处理做出相应的 

错误处理模块。 

5 结语 

智能化薄膜减压阔可为科研提供低费用、 

快速和数据丰富的研究条件。由于结构设计上 

的问题，本阀不能快速地对给定值进行反应．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范 围。滤波 电路与 

数字滤波应根据系统状态作相应处理．以保证 

精度。压力与流量系数 K 调试 的工作量 比较 

大，有待在数学模型上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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