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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成形轮形件的非均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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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Ａ３５６铝合金车轮为例，研究低压铸造、铸旋和挤压铸造３种压力成形工艺下轮形件的
组织和性能不均匀现象．结果表明：压力成形轮形件的非均质程度随着压力的提高而减轻，但是非
均质的分布随着压力所用方式和压力的高低而变得更加复杂，加压铸造轮形件的晶粒度和力学性
能沿径向和纵向都表现出非单调的变化规律；加压成形条件下，显微组织的细化机理包括冷速细
化、压力细化和流变细化，细化效果随压力增大而增大；在挤压铸造、铸旋和低压铸造３种工艺中，
挤压铸造轮形件的组织和力学性能均匀性最好，低压铸造最差．
关键词：非均质现象；轮形件；低压铸造；铸旋；挤压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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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形技术已经摆脱了仅是“控温”的传统做

离心铸造、真空吸铸等很多压力成形技术．在这些压

法，更多地转向温度和压力同时控制的新阶段，产生

力成形技术中，材料的流变行为变得极其复杂，既不

了挤压铸造（液态模锻）、差压铸造、低压铸造、压铸、

是纯液态的牛顿流体，也不是传统的塑性体．这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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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流变体的流变行为对于成形产品的组织性能的均
匀性产生着重要影响．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严重限制了材料均质化成形发展的

１组织不均匀现象
随机选取低压铸造、铸旋和挤压铸造的Ａ３５６
铝合金轮毂各一只，进行统一的Ｔ６热处理：固溶处

步伐．
铝合金车轮具有质量轻、能耗低、散热快、减震
性好、舒适性好、外观漂亮、图案丰富以及平衡性好

理（５３５±５）℃×６ ｈ＋时效处理（１５５±５）℃×４

ｈ，

采用锯切方式进行纵向解剖，取样示意见图１．

等优点，在轿车领域得到了普及［１－２ｊ．目前我国铝合

｛鹦一

“＿、

金轮毂的生产大多采用低压铸造工艺．该工艺是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引进，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已
经比较成熟．此种工艺的车轮约占铝合金轮毂的
７５％左右，其成本比重力铸造稍高．在最近几年，随
着我国整车制造水平的提升，铝合金轮毂的生产工
艺不断得到发展，出现了铸旋、差压铸造和挤压铸造
等．铸旋工艺是在低压铸造成形后再进行一次轮辋
部分的旋压，它集成了低压铸造和锻造的点，既可得

图１取样示意图

到由铸造形成的多样性的轮辐，又可以获得旋压成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形的高强度轮辋，性价比更高，是铝合金轮毂发展的

按照图１所示分别从内轮缘、轮辐、轮辋和轮心

一个重要方向［３－４］．挤压铸造也称为液态体模锻，是

位置截取金相试样，其中轮辋部分沿纵向分别从上、

对液态金属施加压力进行凝固成形的一种压力成形

中、下取３个样（轮辋ａ，轮辋ｂ，轮辋Ｃ）制得金相试

技术，它是一种集铸造和锻造特点于一体的工艺方
式．挤压铸造产品的表面、内部组织及力学性能接近

样，利用图像分析仪对每个试样的晶粒尺寸、初生相

锻件，而且表面光洁，不需要复杂的表面加工蚓５．本

形轮毂的组织不均匀现象．

文作者以Ａ３５６铝合金轮毂为例，对低压铸造、铸旋

１．１低压铸造件的非均质现象

以及挤压铸造３种压力成形轮形件的组织和性能的
非均质现象进行了对比研究．

形貌和分布等进行定量测定，分别研究３种压力成

低压铸造轮毂的６个典型位置的显微组织如图
２所示．

图２低压铸造车轮不同位置的金相组织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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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书明等：压力成形轮形件的非均质现象

可见，低压铸造轮形件不同部位的微观组织在

３

辋ｃ）组织粗大，薄壁位置（轮辋ａ，ｂ和内轮缘）组织

共晶组织数量、初生相尺寸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均匀

细小．

性，其变化规律与组织的壁厚效应并不一致．沿径向

１．２铸旋轮毂的非均质现象

从轮心至轮辋晶粒尺寸并不是单调变化，而是先增

铸旋成形轮毂６个典型位置的显微组织如图３

后减；轮辋上自外（轮辋Ｃ）向内（内轮缘）也不是单

所示．可见，旋压区（轮辋）和非旋压区的组织差异极

调变化，而是先增后减．比较图２的轮心、轮辐和轮

其明显．进行旋压加工的内轮缘和轮辋Ｅ１．轮辋ｂ的

辋Ｃ可见，３个位置的共晶组织数量存在明显差异，

组织明显比不进行旋压加工的轮辐、轮心及轮辋ｃ

呈现自轮心向轮辋非单调变化的趋势：轮辐处共晶

显著细化，证实了旋压加工细化组织的作用．此外，

组织最多，约占６０％，而轮辋ｃ处的共晶组织不足

即使是旋压区域，其细化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其

２０％，轮心处共晶组织数量居中，约为３０％．此外，

中，轮辋ｂ处晶粒细化最为显著，而内轮缘处的细化

初生口相的尺寸沿径向也表现出类似的非单调变

效果较差，并且表现出了一定的方向性，该方向和铸

化：轮辐处最为细小，轮心和轮辋处较粗大．这与传

旋方向相同，可见枝晶的变形、退化和定向排列．因

统重力铸造的组织不均匀现象不同，虽然在轮辋、轮

此，可以说旋压成型区的组织具有一定的塑性加工

辐和轮心三者中，轮辋处壁厚最小，但其组织并不是

组织特征．

非旋压加工的轮心、轮辐和轮辋ｃ处，仍然保持

最细小．

比较图２中的轮辋ａ，ｂ，Ｃ和内轮缘可见，轮辋ｃ

典型的铸造组织：初生相为退化枝晶，其间是细小的

处组织最为粗大，轮辋ａ处最为细小，轮辋ｂ和内轮

共晶组织．但是，３个位置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轮辋ｃ

缘处组织没有明显差别．也就是说，沿轮辋纵向自外

处的初生相退化显著，基本上是细小的颗粒晶或短

轮缘向内轮缘，显微组织存在差异，但主要是轮辋Ｃ

棒晶，而轮辐位置树枝晶特征明显，二次臂较粗大；

处组织粗大，其他部位组织较为细小．这一点与传统

轮心处基本看不到枝晶特征，但枝晶退化形成的枝

重力铸造的组织不均匀现象基本一致：厚壁位置（轮

晶臂直径较大．

图３

铸旋成形轮毂不同部位的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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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挤压铸造轮毂的非均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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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辐、轮心和轮辋Ｃ位置的晶粒尺寸较为粗大，而壁

挤压铸造轮毂不同部位的显微组织也表现出一

厚较小的轮辋ａ、ｂ及轮缘部位，晶粒尺寸较小，基本

定的非均质现象，如图４所示．在挤压铸造条件下，

上符合传统铸造的壁厚效应：轮辐处壁厚最大，其晶

轮毂不同部位的组织大小和形貌也有一定差异，但

粒尺寸也最大．但是，轮辋ａ处壁厚不是最小，而晶

与低压铸造和铸旋轮毂相比，其组织均匀性明显提

粒最为细小，这不符合传统的壁厚效应．说明挤压铸

高，晶粒尺寸最大差异为１５８ ｌ上ＩＴＩ，与低压铸造的晶

造条件下的组织非均质现象不能简单地根据传统的

粒度离差２８０弘ｍ相比减小８０％，如表１所示．

壁厚效应或冷却速度效应来推测．

此外，对比不同部位的晶粒度发现，壁厚较大的

图４挤压铸造轮毂不同部位的组织形貌
Ｆｉ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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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晶粒平均尺寸表
丁台６．Ｚ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２轮形件的力学性能不均匀现象
为了探讨加压成形轮形件的性能不均匀性，对
低压铸造、铸旋和挤压铸造３种工艺条件下得到的

个相同意义的位置截取拉伸试样３个，按国标要求
进行静态拉伸实验．相同意义位置的拉伸试验结果
取平均值，所得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伸长率见表
２．

铝合金轮毂，经相同的Ｔ６处理后，在相同的部位截

由表２可知，轮毂中心部位的强度和塑性比轮

取力学性能试样．每个轮毂沿圆周３等分切剖，对轮

缘部位低，其中强度降低幅度不大，但塑性降低近２

毂的轮心、轮辐和内轮缘３个位置分别取拉伸样，每

倍，内轮缘处的延伸率甚至超过了铸旋成型的轮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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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０％．这一点无法从传统的壁厚效应得到解释．
表２低压铸造、铸旋和挤压铸造条件下的性能
Ｔａｂ．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讨论

从塑性变形的角度看，压力增大，可以起到破碎树枝
晶的作用，也可以实现细化组织．

众所周知，在重力铸造成型的情况下，显微组织

挤压铸造比低压铸造的组织明显细化以及铸旋

的不均匀性主要是壁厚差异或冷却速度不同造成

成型的旋压区比非旋压区的组织显著细化，都是压

的．一般来说，冷却速度慢的厚壁处组织较为粗大，

力细化效应的典型例证．

而薄壁处则组织细小，这种显微组织随冷却速度加

３．２流变细化效应

大而细化的现象不妨称为冷速细化效应（冷速增加
导致过冷度增大，从而使形核速率增加）．

粗略想来，无论低压铸造还是挤压铸造，工件受
到的压力是各处相同的．其实不然．由于熔点附近的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在加压成形工艺条件下，非

金属熔体是复杂的流变体ＩｓＪ，压力作用下的流变过

均质现象同样存在，但是其非均质规律并不符合传

程会造成显著的能量耗散旧Ｊ，进而在金属熔体内部

统的壁厚效应或冷速细化效应．也就是说，在加压成

形成压力梯度，即有效压力会随着传递距离的增大

形工艺条件下，除了冷速细化效应外，还有压力和流

不断衰减，距离加压点的距离不同，金属熔体内部的

变对显微组织的改变作用，不妨将它们分别称为压

流变应力是不同的，加之不同部位的流变阻力不同，

力细化和流变细化效应．下面予以分别讨论．

导致工件不同部位的流变量也不同．流变量不同，金

３．１压力细化效应

属熔体内部的初生相转移、输送以及退化、破碎程度

在加压成形条件下，微观组织不均匀的现象不

就不同，这也会导致组织的不均匀．一般来说，流变

仅与冷速有关，还与金属的流变及压力的传递与衰

量越大，枝晶破碎、初生相的随流转移和圆整效应越

减有关．在低压铸造、铸旋和挤压铸造３种加压成形

大，进而导致组织愈加细小．这种由流变作用导致的

工艺中，铸旋的比压最高，挤压铸造次之，低压铸造

组织细化现象不妨称为流变细化效应．

最小．压力改变显微组织的效应在铸旋成形中表现

流变细化的本质是流变力学与凝固行为交互作

最为强烈，铸旋变形区比非旋压区显著细化，挤压铸

用的结果．对于固一液共存的金属熔体而言，流变过

造的晶粒尺寸比低压铸造显著减小．这些都说明，加

程中，固相与液相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相对运动和相

压成形具有显著的细化组织作用，这种由于压力增

互作用［１０］，这种相对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必将导

大而带来的组织细化现象不妨称为压力细化效应．

致固相的形貌和尺度发生一定变化．其中形貌的变

之所以存在压力细化效应，可以从结晶凝固和

化主要是树枝晶二次臂的断裂、变形或合并、尖角的

回复再结晶的角度来找到根据．随着压力的增大，金

钝化、凹陷的填平等，从而达到细化和圆整化的效

属与模具之间的接触更加紧密，界面热阻显著减小，

果．此外，流变过程有时会出现液固两相的分离流

因而铸型的冷却作用发挥的更加充分№Ｊ，从而具有

动１１１ Ｊ，领先流动的液相溶质含量较高，从而使成分

加速凝固、细化组织的作用．另一方面，压力对于金

过冷现象并不一定发生在最后凝固位置，而可能出

属凝固的平衡温度也产生一定影响．从结晶凝固的

现在某些局部的液流汇聚位置，这就使工件的凝固

角度看，根据克拉贝龙公式可知一Ｊ，对于凝固收缩

顺序发生了变化．因此，流变与凝固的交互作用，可

的合金，压力越高，平衡温度越高，即在同样的冷速

能使加压铸造过程的凝固顺序和凝固模式发生变

下，过冷度越大．因此，压力也具有细化晶粒的作用．

化，进而影响到凝固组织的形貌和尺度．

从回复与再结晶的角度看，压力越大，金属的变形量

３种工艺下生产的铝合金轮毂的轮辐部分组织

也越大，变形储存能就越高，因此发生回复与再结晶

的晶粒尺寸最大，而轮缘部分的晶粒尺寸最小，就是

的驱动力就越大，在工件成形过程中，就可能发生动

流变细化效应的最好例证．轮辋ａ位置和内轮缘处

态回复和动态再结晶，达到细化晶粒的作用．此外，

的金属经历的流变历程长，其流变过程中有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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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发生破碎、退化、圆整的时间，因此其晶粒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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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邢书明，李楠，郭文龙，等．近净形高品质铸件流变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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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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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铸造３种工艺中，挤压铸造轮形件的组织和强度
均匀性最好，低压铸造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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