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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扭挤（Ｔｗｉｓｔ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ＴＥ）是大塑性变形工艺中研究较少的一种，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Ｄｅｆｏｒｍ－
３Ｄ 对纯铝

１１００ 在室温下的扭挤变形进行模拟分析，得出了材料在扭挤通道中的变形特点，应力应变及载荷的大小与分布，以及
摩擦条件的影响。 模拟结果显示：ＴＥ 过程中，变形主要发生在棱角处，边缘处应力应变远远大于中心处；在制件进入和
被挤出螺旋通道时载荷急剧增大，最后略有降低；摩擦的增大导致应变分布不均匀性加剧，且使载荷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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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用大塑性变 形 法 （ Ｓｅｖｅｒ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ＰＤ）制备块状超细晶材料成为材料科学
［１－
３］
研究的热点
，它通过大的静水压力使制件获得很

大的塑性变形，使材料内部形成较为均匀的亚微米
级甚至是纳米级的晶粒。 传统的大塑性变形法包括
等 径 角 挤 压 （ Ｅｑｕａｌ Ｃｈａｎｎｎｅｌ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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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ＡＰ）、高压扭转（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ｒｓｉｏｎ， ＨＰＴ）、多
向锻造（ Ｍｕｌｔｉ－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ｇｉｎｇ， ＭＤＦ）、叠轧合技
术（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Ｂｏｎｄｉｎｇ， ＡＲＢ）、反复折皱－
压 直 法 （ Ｒｅｐｉ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４］
ＲＣＳ）。 而扭挤法 （ Ｔｗｉｓｔ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ＴＥ） 是大塑性
变形法起步较晚的一种工艺方法，国外主要是乌克
兰科学家 Ｙａｎ Ｂｅｙｇｅｌｚｉｍｅ 的研究团队一直在从事挤
扭的各项基础研究工作，国内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报
道。 本研究采用有限元软件 Ｄｅｆｏｒｍ－
３Ｄ 对方形截面
的纯铝 １１００ 制件进行扭挤，得出了其变形特征与载
荷分布。

１

扭挤（ＴＥ）基本原理

挤扭工艺是由乌克兰科学家 Ｙａｎ Ｂｅｙｇｅｌｚｉｍｅ 教
［ ４］
授及其研究团队于 １９９９ 年最初提出 ，其基本原理
如图 １ 所示。 制件通过一个中间带有旋转截面的矩
形通道来实现大的塑性变形，扭挤后制件的尺寸与
形状不发生变化，因而可以重复进行多道次挤扭，累
积大的塑性应变，以细化组织、改善性能。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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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ＴＥ 的有限元模型及制件

Ｆｉｇ．
２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ｗｉｓｔ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件四周首先发生变形且在不断旋转前进，中心部分
基本不发生变形，随着四周材料一起沿着挤压轴线
流动。 通过螺旋通道后，制件在水平通道内朝着反
方向旋转，恢复在挤压前的形状尺寸，由图 ３（ ｄ） 可
见，制件头部基本保持平面。

挤扭工艺基本原理

Ｆｉｇ．
１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ｗｉｓｔ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扭挤模拟的有限元建模

利用有限元模拟软件 Ｄｅｆｏｒｍ－
３Ｄ 对制件常温下
的 ＴＥ 变形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制件为截面 １０ ｍｍ ×
１０ ｍｍ、长 ８００ ｍｍ 的纯铝１１００ 方形坯料；采用刚塑性
模型，不考虑模具的变形，模具设为刚体，制件设为塑
性体；ＴＥ 通 道为螺旋转角 γ＝９０°
，螺旋距离 Ｌ ＝
３０ ｍｍ；模具和制件摩擦接触处理采用常剪切模型，
摩擦因子为 ０．
１；环境的温度为 ２０ ℃；凸模的下压速
度为 １ ｍｍ ／
ｓ；采用四节点四面体等参单元对制件进
行离散，模具和制件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２ 所示。

３

ＴＥ 模拟结果分析与讨论

３．
１ 变形特征
图 ３ 为制件在 ＴＥ 通道中的变形情况，图 ３（ａ）、

（ｂ）、（ｃ）、（ ｄ） 为制件进入螺旋通道不同阶段的等
效应变云图。 由图 ３ 可知，开始进入 ＴＥ 通道时，制

图３

ＴＥ 变形的一般过程

Ｆｉｇ．
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

３．
２ 应变分布

为了更好地分析制件在 ＴＥ 后应变的大小与分
布，截取了 ＴＥ 后制件纵、横截面等效应变场分布
图，如图 ４ 所示。 由图 ４ 可知，ＴＥ 后制件中心处应
变最小仅为 ０．
１６２，边缘处最大约为 １．
７５。 ＴＥ 后制
件纵横截面上等效应变分布不均匀，随着离中心点
距离的增加而急剧增大。 这与文献［５］ 得出的结论
相一致，即制件经过 ＴＥ 变形时，在垂直于挤压轴线
的截面上，金属产生了涡流而累积应变，且距轴线越
远，应变越大。
图５

制件 ＴＥ 过程中制件上等效应力场分布图

Ｆｉｇ．
５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ｒｅ 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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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摩擦因素的影响
分析不同摩擦条件对挤压过程的影响，对掌握
变形分布规律，提高模具寿命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图 ７ 给出了不同摩擦条件下制件主要变形区
横截面上的中心点 １ 和边缘点 ３ 的等效应变分布情
况。 由图 ７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摩擦条件下，除了中
心部分的应变值在摩擦为 ０．
２ 时略微增大外，其余
基本保持不变；边缘点处的应变值，在摩擦较小时基
本一致，当摩擦增大时，增加显著。 即摩擦的增大对

图４

制件 ＴＥ 后纵、横截面等效应变场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ｌ ｐｌａｎｅ

图 ５（ａ）和（ｂ）分别为纯铝制件经过 ＴＥ 通道时

中心部位应变累积作用不明显，而对边缘处的影响
显著，且随着摩擦的增大，制件横截面上的应变分布
不均匀性加剧。
挤压过程中制件所需的载荷与摩擦条件的关系
如图 ８ 所示。 从图 ８ 看出，随着摩擦的增大，载荷显
著增大；当摩擦系数由 ０ 增至 ０．２ 时，最大载荷由
３．
６ ｋＮ 急剧增至 １５．
５ ｋＮ，这对模具来说是极为不
利的。 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摩擦系数的

３．
３ 应力分布

的等效应力分布云图和纵剖面上等效应变分布等值
线图。 由于 ＴＥ 通道内变形剧烈，等效应力主要分
布在螺旋通道内的制件部分，且主要分布在边缘棱

角处，最大达到了 １２０ ＭＰａ，中心处仅为 ２９．
８ ＭＰａ。
因此在模具设计时，螺旋通道棱角处设计为小圆弧
过渡，有利于降低对模具的损害。

３．
４ 载荷分布
图 ６ 为 ＴＥ 过程中载荷的变化图，随着冲头的

运行，制件开始经历了进入螺旋通道、挤出螺旋通
道、刚性平移几个阶段。 由图 ６ 可知，制件开始进入
螺旋通道入口，由于模具形状制约，在横截面上发生
剧烈的旋转变形，载荷明显增大；制件头部进入螺旋
通道，载荷继续增大，但增幅减小；直至头部被挤出
螺旋通道，制件被迫进入水平通道，变形剧烈程度再

次增加，载荷明显增大，至最大值 ７．
３ ｋＮ；随着制件

头部在水平通道的刚性平移及未变形部分的减少，
载荷发生了轻微的下降。

图７

不同摩擦条件对两点等效应变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ｐｏｉｎｔｓ

增大导致挤压时金属流动阻力增大，在模具型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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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智，薛克敏，李萍．粉末多孔材料等径角挤压过程

热力耦合有限元数值分析 ［ Ｊ］．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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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摩擦条件对载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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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较大的静水压力所致。 因此，从获得均匀的内
部组织和延长模具的寿命方面来说，应尽可能采用
良好的润滑条件，以有效地减少摩擦 因素的不利
影响。

４

结

语

１）制件在经过 ＴＥ 通道时的变形特征及应力应
变分布规律为：ＴＥ 过程中四周材料变形较大，中心
部分基本不变形，ＴＥ 后制件头部基本保持平面；制
件纵横截面上的变形不均匀，应力应变主要发生在
棱角处，截面中心的等效应力和应变约为 ２９．
８ ＭＰａ
和 ０．
１６２，而边缘处最大达 １２０ ＭＰａ 和 １．
７５。
２）ＴＥ 过程中载荷变化表现为：在制件进入和被
挤出螺旋通道时载荷急剧增大，最大达 ７．３ ｋＮ；随
着制件挤出螺旋通道，载荷略有降低。
３）摩擦对 ＴＥ 过程的影响主要是：一定的摩擦
状况能增大制件边缘处的应变累积效应，但过大的
摩擦会导致应变分布不均匀性加剧，且使模具的受
力状况急剧恶化，因此，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尽可能降
低摩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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