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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数值模拟的金属粉末轧制力能
参数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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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金属粉末轧制的成形特点进行分析。基于可压缩连续体力学对金属粉末轧制的有限变形弹塑性本构模型进行

推导，并编制了计算模块，利用该模块对铝粉轧制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成形区域的特征，结果表明压实区所对应的

等效应力、等效应变与相对密度都达到最大值，进入稳定轧制阶段后轧制力趋于平稳。结合对轧制变形的区域划分，根

据应力、应变及密度等参数的分布，确定咬入角和中性角的位置。对轧制力和相对密度的实验和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分

析，表明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及计算模块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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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 parameter calculation for metal rolling compaction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Liu Mingjun1，Xia Wei2，Zhou Zhaoyao2

( 1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Shenzhen 518172，China;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0，China)
Abstra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al powder rolling compaction were studied． The finite deformation elasto-plastic constitutive
model was derived based on compressible continuum mechanics． The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ng code was processed to make nu-
merical simulations for rolling compaction of aluminum powder． Simulation showed that in the compaction area，equivalent stress，
equivalent strain and relative density all reached the maximum value． Rolling force was stable during the steady roll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partition of the rolling deformation area，the rolling bite angle and neutral angel were determined by simulation
results of stress，strain，relative density and other parameters． Comparisons for the rolling force and relative density between exper-
iment and simulation prov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echanical models and calculation code derived．
Key words: rolling compaction; yield criterion; constitutive model; numerical simulation

0 引言

金属粉末轧制工艺在高性能以及特殊用途板带

材的研制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数值模拟的方

法确定轧制过程的力能参数对工艺优化以及轧制设

备的研发在理论上以及实际应用中都有很大的意义。
在对金属粉末轧制的数值模拟研究中，由于成形过程

存在材料非线性及几何非线性等多重非线性，客观的

力学模型的建立及计算过程的稳定性均是一个难点。
在金属粉末轧制方面，现有的文献偏重于对工艺

的研究
［1-5］，针对该领域所做的数值模拟工作甚少。

Chang 等人
［6］

在基于 Park 等人的椭球面屈服准则上，

采用任意拉格朗日-欧拉( ALE) 方法对钢粉热轧进行

了模拟，这是较真实意义上的金属粉末轧制的模拟。
在非金属粉末轧制成形领域，有少数文献对药物材料

的轧制成形做了相关的数值模拟研究。Michrafy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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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7-8］

在 Abaqus 软件中对微晶纤维素粉末轧制进行了

有限元模拟，得到的结论是所用的模型尚未能完全描

述复杂的粉体力学行为，同时也依赖于材料参数的准

确测量。
对于金属粉末轧制成形的复杂力学行为，从更严

格的意义上来讲，在构建本构模型时，应该考虑大变

形几何非线性因素。本文将对金属粉末轧制的成形

特点进行系统分析，针对多种非线性因素，基于可压

缩连续体力学建立适用于金属粉末轧制成形的有限

变形弹塑性本构模型，并对铝粉轧制过程进行数值模

拟，确定轧制过程中的力能参数及相对密度，并分析

影响力能参数及带材性质的因素。

1 变形特点

金属粉末轧制的复杂性还体现在轧制条件上，粉

体在轧辊的摩擦作用下带入辊缝被轧压成形，当前对

于这种接触情况多采用近似处理，较难准确描述。此

外，粉末轧制的压缩率很大，通常都为 80% ～ 90%，甚

至更大。
垂直方式粉末轧制示意图如图 1 所示。为方便分

析，本文综合各种文献的描述
［9-11］，将垂直方式的粉末

轧制区域分为如图 1 所示的Ⅰ、Ⅱ、Ⅲ、Ⅳ四个区。

图 1 垂直方式粉末轧制示意图

Ⅰ区为供料区，该区起始位置对应供料角 α1 以及

供料厚度 H1。
Ⅱ区为咬入区，该区起始位置对应咬入角 α，松散

的粉末在该区开始被轧制成形，密度逐渐增大。
Ⅲ区为压实区，该区起始位置对应中性角 α2，中

性角对应变形区中的中性截面，该区中材料的密度达

到整个轧制区的最大值。

Ⅳ区为释放区，释放区对应回弹角 α3，在该区域，

带材出现弹性后效，产生一个回弹角，厚度比压实区

略有增加，密度相应减小。
图 1 中，D 为轧辊直径，H1 为供料厚度，H 为咬入

厚度，B 为辊面宽度，v 为轧制速度，δ 为带坯厚度。
可见金属粉末轧制成形工艺的影响因素复杂，除

了粉末性能之外，还有轧制速度、轧辊直径、辊缝大

小、给料方式以及初始边界条件和摩擦条件等。这些

因素都在综合影响着轧制工艺。

2 主要力学模型

2． 1 屈服模型

本文主要基于椭球面屈服准则对金属粉末轧制

成形进行力学建模，椭球面屈服准则的计算表达式

f 为:

f = AJ21 + BJ'2 － δY
2
0 = 0 ( 1)

式中: A、B、δ 分别为与粉体材料相关的参数，是相对密

度 ρ 的函数，A = A( ρ) ，B = B ( ρ) ，δ = δ( ρ) ; J'2为应力

偏张量 sij的第二不变量，反映粉体的变形状态，J'2 =
( 1 /2) sij sij ; J1 为应力张量 σij的第一不变量，反映静水

压力对粉体致密的作用，J1 = σii ; Y0 为 ρ = 1 时的材料

压缩屈服极限。
2． 2 有限变形本构模型

粉末轧制成形是一个伴随大应变及大位移的过

程，因此变形对平衡方程的效应不能忽略。此时平衡

方程及几何关系都是非线性的，亦即存在几何非线性

因素，这种问题即是所谓的有限变形或大变形问题。
针对这种非线性问题，本文基于式( 1) 的屈服模型，结

合更新拉格朗日格式推导出可用于金属粉末成形的

率形式有限变形本构模型
［12］:

S
·

ij =
0ρ
ρ

( Dep
ijklε
·

kl － σikε
·

kj － σ jkε
·

ki + σijε
·

kk ) ( 2)

式中: Sij 为 Kirchhoff 应力张量; 0ρ 为初始密度; σij 为

Cauchy 应力张量; εij为 Green 应变张量; Dep
ijkl为弹塑性

本构张量。
由公式( 1) 推导得出 Dep

ijkl = De
ijkl － Dp

ijkl，其中 De
ijkl和

Dp
ijkl分别为弹性本构张量和塑性本构张量。

根据式( 2) 中的有限变形本构模型编制了计算模

块，基于此计算模块进行模拟计算。

3 计算结果分析

本文针对铝粉的轧制工艺进行实验及数值模拟，

轧制成形条件为: 供料厚度 H1 = 5mm，轧辊尺寸 D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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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0mm !100mm，轧辊转速 v = 31． 8mm /s，压缩率

ε = 84% ; 铝粉基体材料的弹性模量 E0 = 70GPa，屈服

应力 Y0 = 50MPa，测得粉末初始相对密度 ρ0 = 0． 35。
由于轧制条件的复杂性，本文作如下合理简化。

1) 在粉末轧制过程中，轧辊自身变形很小，在此

把轧辊视为刚性体。
2) 金属粉末自重导致体积力远小于轧制力，因此

忽略轧制过程中体积力的影响。
3) 无张力轧制，不考虑张力对轧制过程的影响。
4) 忽略惯性力的作用，即把轧制过程看成是一个

准静态过程。
5) 忽略宽展，粉体在变形区内主要为厚度方向变

形，宽度方向受轧辊两边挡块的阻挡，在轧制过程中

可以不考虑相关因素。
基于以上条件，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对力能参数

及相对密度等进行分析。
3． 1 成形区域中的相对密度及力能参数

图 2 ～ 图 4 所示分别为模拟所得的 Von Mises 等

效应力、等效应变及相对密度的分布云图。在粉末轧

制过程中，带材的密度是一项重要的性能指标，均匀

的密度分布是获得良好性能的前提条件。
由模拟结果可知，从供料区至轧辊出口的压实

区，金属粉体材料的密度从初始的松散状态逐渐增

大，达到稳定轧制阶段后，粉体密度变化趋于平稳，分

布比较均匀。同时还可以看到，两辊中间的压实区域

所对应的等效应力、等效应变以及相对密度都达到最

大值，模拟结果与图 1 中分析完全吻合。

图 2 Von Mises 等效应力分布云图

图 3 模拟所得等效应变分布云图

图 5 所示为模拟及实验所得的带材沿轧制方向的

相对密度对比。将轧制获得的一段带材沿轧制方向

图 4 模拟所得的相对密度分布云图

切成小块，采用排水法测得其相对密度，测得最大密

度为 0． 945，最小密度为 0． 915，这种不均匀性主要是

由于供粉的不稳定所引起。
图 5 中区域Ⅰ、Ⅱ、Ⅲ与图 1 中的分区相对应。区

域Ⅲ中的相对密度值在 0． 919 左右。对比表明，模拟

所得的相对密度总体接近，但是计算的平均值略小于

实验平均值，两者的相对误差控制在 5%，该计算精度

已经可以为生产应用所接受。在压实区，靠近两个轧

辊辊面区域的密度与辊缝中间区域的密度相当接近，

表明在稳定轧制阶段所成形的带材沿厚度方向的密

度分布均匀。

图 5 沿轧制方向相对密度的模拟及实验结果对比

图 6、图 7 所示分别为模拟所得的沿轧制方向的

Von Mises 等效应力及接触法向力分布。
由图 6、图 7 所示可见，这两个参数与相对密度的

增长趋势一致，对应这两个参数的峰值区域，相对密

度值也达到最大。同时可知轧辊与金属粉末体脱离

接触后，等效应力与接触法向力的值都迅速减小，脱

离相互接触区域的法向力将减小至 0，但是等效应力

的值并不为 0，这表明带材中存在残余应力。在生产

中如有需要，可以采用退火等热处理工艺消除残余

应力。
利用轧制力采集系统获得实时轧制力曲线，图 8

所示为模拟及实验所得的轧制力对比曲线。从图 8 中

可知，在达到稳定轧制阶段后，轧制力变化趋于平缓。
在起始阶段，模拟与实测的数值相差较大。进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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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模拟所得沿轧制方向等效应力分布

图 7 轧制接触法向力分布

轧制阶段，两者数值在整体上接近，模拟所得的轧制

力小于实测数据，实测平均轧制力约为 31 500 N，模拟

结果平均值约为 28 600 N，平均最大处误差在 10% 以

内，对于轧制力而言，这种计算精度在生产实践中是

可以接受的。

图 8 模拟及实验所得的轧制力对比曲线

3． 2 咬入角及中性角的确定

咬入角 α 及中性角 α2 是轧制过程中较重要的两

个角度参数。由于粉末轧制过程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目前计算咬入角并无成熟的理论公式，通常都采用经

验公式。本文在此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借助轧制过程

中粉体的变形以及应力分布确定咬入角及中性角。

由图 1 所示轧制变形分区可知，粉体在咬入角对

应的截面开始被压紧并产生变形。从图 2 ～ 图 4 的等

效应力、等效应变及相对密度的云图可以判断，三者

在轧制区域中发生变化的起始位置一致。因此可以

认为，这些参数发生变化的起始截面即对应咬入角的

位置。进入稳定轧制阶段，这个位置大致保持不变。
在本文的计算条件下，由位置改变而产生的角度改变

误差仅在 0°32'以内。由图 5 ～ 图 7 所示可判断，力与

相对密度的峰值点则对应着压实区起始位置的中性

角 α2 及中性截面，在中性截面，粉体的移动速度与轧

辊的圆周速度相等。
图 9 所示为沿接触弧的等效应力位置，据此可以

测得咬入角与中性角的大小。根据模拟结果计算的

咬入角 α = 10 "41 #，中性角 α2 = 1 "35 #。据文献［9］所

述，咬入角的最大值通常在 12 " ～ 15 "之间，中性角的

绝对值在 0 "30 # ～ 1 "40 #之间，其值主要取决于粉末的

材质、带材密度和最大单位轧制压力。

图 9 沿接触弧的等效应力位置

3． 3 影响力能参数及带材性质的因素

影响金属粉末轧制的主要因素有粉末材料的物

理力学性能及轧制工艺参数。可以借助数值模拟研

究轧制速度、轧辊直径、压缩率以及摩擦因数等对力

能参数以及带材密度等的影响。
此外，粉末材料的性能对成形也有很大影响。
粉末流动性直接影响带坯的厚度、密度及均匀

性。如果流动性较差，咬入角和带坯厚度有所增加;

反之，咬入角将减小，带坯的厚度和密度将会下降。
但是过差的流动性会使得供料不均，造成密度不均甚

至不能连续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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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装密度对轧制带坯性能也有明显影响。采用

小辊径的轧机，并选择松装密度较小、成形性较好的

粉末，可以获得孔隙率较高且厚度较薄的带材; 采用

大辊径轧机，并选用松装密度大、压实性能好的粉末，

则可以获得厚度和密度较大的带材
［13］。

此外供料方式直接影响着粉末的进给量，进而影

响带坯的密度。适当地增大料柱高度或采用强迫给

料，带坯的密度和厚度将有所提高。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金属粉末轧制的成形特点。基于可

压缩连续体力学研究了适用于金属粉末轧制的屈服

模型及有限变形弹塑性本构模型，编制了计算模块，

利用该模块对铝粉轧制过程进行数值模拟。通过对

轧制力及相对密度的模拟和实测对比表明，模拟所得

的轧制力及密度均小于实验值，但是整体接近。计算

误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数值计算及理论模型导

致的误差，如本构关系的积分以及材料的硬化模型所

引起的误差; 另一个是计算输入参数方面的误差，如

材料参数，初始相对密度的测量误差等。
通过数值模拟，可以借助轧制过程中粉体的变形

以及应力分布确定咬入角及中性角。由模拟结果可

知，应力、应变及相对密度等参数在轧制区域中发生

变化的起始位置一致，这些参数发生变化的起始位置

即对应咬入角的位置。进入稳定轧制阶段，这个位置

大致保持不变。同时根据力与相对密度等参数的峰

值点可以计算得到中性角及中性截面的位置。
在后续的工作中，将借助数值模拟研究轧制速

度、轧辊直径、压缩率以及摩擦因数等对力能参数以

及带材密度分布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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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轧制的力学模型及数值模拟研究

刘明俊, 刘白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摘 要：金属粉末轧制工艺能够生产一般工艺难于或无法生产且成分精确、性能优良的板带材，是制取高性能

以及特殊用途材料的粉末冶金成形工艺。在粉末轧制工艺的力学行为研究中，传统的数学模型被证明所提供的作用有

限，基于有限元方法的数值模拟为此提供了一种灵活高效的途径。基于把粉末体看作是可压缩连续体的假设，根据椭

球面屈服准则推导了金属粉末体变形的弹塑性本构关系。采用了合适的本构关系积分算法，并对摩擦模型进行了分

析。基于MSC.Marc平台的二次开发工具编制了相关的用户子程序，对铁基粉末的轧制过程进行了三维弹塑性有限元数

值模拟。该程序的准确性已在对粉末闭模压制的数值模拟及实验对比中得到了验证。此外，分析了轧制速度、摩擦系

数等对轧制力和相对密度分布的影响。

关键词：粉末轧制; 有限元方法; 本构关系; 椭球面屈服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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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坛】

金属粉末轧制是粉末冶金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成

形工艺，通过在两个反向旋转的轧辊中将初始松散

的粉末体轧制成具有一定密度及强度的带材。粉末

轧制出来的带材组分和密度均匀，性能优良，因此

在高新材料及特殊功能材料的制取中具有独特的优

势，在工艺、装置及力学模型方面有很多研究[1-3]。

由于粉末轧制中力学性能的复杂性，更准确

的研究应该考虑轧制速度、轧辊直径、辊缝大小

以及摩擦等多种因素对带坯的综合影响，但是力

能参数的确定和优化通常难于采用传统的试错法准

确实现，况且试错法并不具有通用性。力能参数的

确定对指导工艺优化以及轧制设备的研发具有决

定性意义，有必要采用力学模型等定量化的手段

进行分析。当前可用于计算粉末轧制力能参数的

解析模型主要有Johanson模型、主应力法、能量法

等[4]。其中主应力法由Katashinskii首次应用于粉末

轧制的计算[5]。Bindhumadhavan在药剂粉末轧制中

对Johanson 模型做了实验验证 [6]。Dec则在其粉末

轧制研究中比较了Johanson 模型及主应力法的应用

[7]。解析力学模型被证明在轧制力能参数的计算方

面作用有限。根据他们的研究，在特定条件下，利

用这两种方法对咬入角、轧制力、轧制力矩及某些

参数的计算可以获得较理想的结果。然而随着条件

的复杂化，解析模型的作用明显有限，误差将不断

放大。主要原因在于，考虑到计算的可行性，解析

模型对计算条件作出太多的简化。

数值模拟为粉末成形工艺力能参数的研究提供

了一种高效的手段，也可以为粉末成形工艺优化及

成形专用设备的研制提供有用的参考。借助于有限

元方法，可以在计算中引入复杂的力学模型及边界

条件，并且在计算中可以方便地获得工艺参数。在

粉末成形数值模拟领域，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一种

假设是把金属粉体系统看作为“可压缩连续体”，

这样可以借助连续体塑性力学来研究粉末体的变形

特性。相关地，可以应用的材料屈服准则一个是由

Von Mises准则引申而来的椭球面屈服准则，该屈

服准则在主应力空间中展示为一个椭球体表面 [8, 

9] (图1 (a)). 另一种是用于岩土类材料的屈服准则，

如Cam-Clay 模型，Drucker-Prager 帽盖模型等[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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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椭球面屈服模型
(a) Elliptical model

 
(b) Drucker-Prager cap 模型
(b) Drucker-Prager cap model

图1 两种屈服模型
Fig. 1 Two kinds of yield models

虽然粉末压制成形工艺的数值模拟已经开展多

时，但是在粉末轧制成形方面，研究并不多见，尤

其在金属粉末轧制方面更少见。Dec利用Drucker-

Prager帽盖模型对微晶纤维素的轧制过程进行了研

究，并利用ABAQUS软件做了数值模拟[7]，分析了

摩擦及进给应力对轧制力、咬入角等工艺参数的影

响。

相对而言，椭球面屈服准则在应用过程中所需

的参数更容易获得，因此，本文采用该准则对铁基

粉末的轧制成形进行数值模拟研究，文中计算基于

MSC.Marc平台所做的二次开发子程序展开。

1 数值模型

1.1 屈服准则

结合金属粉体的变形特性，可以把金属粉体看

作为可压缩连续体，借助连续体塑性力学研究金属

粉末成形的力学特性并进行有限元数值模拟研究。

对于可压缩连续体，其屈服准则反映为变形过程中

从弹性变形到塑性变形的一种临界状态。相关的椭

球面屈服准则通常可用下式表示 [8]：

      （1）
式中

—应力偏张量的 ijs 第二不变量;

—应力张量 ijσ 的第一不变量;

BA, 及δ —跟粉末基体材料属性及相对密度
ρ 相关的参数;

0Y —对应于基体致密材料的屈服极限.
Kuhn及Doraivelu在提出该屈服准则时，假设当

表观总变形能达到某一临界值时，材料开始屈服 

[8, 9]。根据他们的研究，A、B参数可以表达为：                           

           （2）
1.2 本构关系

根据椭球面屈服模型（1），可以得出粉体材

料的弹塑性本构关系。式（1）可以表示为如下函

数形式：

0)()()(),( 2
02

2
1 =−′+= YJBJAf ij ρδρρρσ （3）

对式（3）求偏导，得到：

  （4）
在关联流动法则中有以下定义

σ
λε
∂
∂

=
fdd p

            （5）
式中 为塑性应变张量。

通过式（4）及式（5），可以得出应力-应变

关系：

           （6）

式中

          （7）

为弹性本构张量， 为塑性本构张量， 

并且可以表达为：

（8）

在数值计算中，本构关系合理的积分算法对于

弹塑性求解计算中的收敛性和精度非常重要。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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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采用欧拉算法，对一般的非线性问题求解，该算

法是合适的。基于此，求解中各增量步的应力表示

如下：

    （9）
式中

 —第 增量步开始时的刚度矩阵。
1.3 模型参数

对于数值计算而言，除了本构关系之外，还需

要确定跟材料相关的参数，在此主要有 、弹性模

量及泊松比。根据式（1）， 为跟相对密度相关的

参数。根据文献 [12]中的研究，该参数可以选用如

下形式：

            （10）
式中

cρ —对应屈服应力为0时粉体的临界相对密
度。

根据Kuhn的实验[10]，变形过程中的泊松比υ
为跟相对密度相关的函数，即：

            （11）

同样，变形过程中的杨氏模量跟相对密度也相

关：

             （12）

式中：

E0 —致密基体材料的杨氏模量。

1.4 摩擦模型

在成形过程及其数值计算中，摩擦是一个相当

复杂的元素，跟法向应力、相对速度及接触界面的

其他因素都密切相关。在粉末轧制中，摩擦力是驱

动成形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主导因素，摩擦模型描

述准确与否对数值计算的准确性非常重要。

MSC.Marc中提供的摩擦模型有剪切模型，库仑

模型等。对金属粉末轧制来说，剪切模型是一个更

合理的描述，本文计算采用了这种模型。剪切模型

假设摩擦力为变形区域中等效应力的函数，即：

           （13）

式中

—摩擦应力，即接触面上的切向应力；

—等效应力；

—摩擦因子；

—相对滑移速度 方向的切线向量。为

保证数值计算中的稳定性，模型中引入了反正切函

数：

     （14）
式中 是滑移发生时的相对速度，其值介于1% 及

10%之间。

2 粉末轧制过程的有限元分析

以上确定了数值计算相关的力学模型及相关的

材料参数，结合这些因素，本文基于MSC.Marc的二

次开发接口开发了计算子程序。根据以上的模型，

需要在计算子程序中输入的材料参数有杨氏模量、

初始相对密度以及基体材料的屈服极限。

2.1 用户程序的验证

为了验证计算模型及用户程序，首先对一个立

方体粉体模型的压制过程进行了模拟[12]。压制前

松装粉体的尺寸为10×10×19.65 mm， 大压制力

70 KN。三维计算模型包含1024个六面体全积分单

元。基本材料参数为：E0=210 GPa，Y0=205 MPa，

。

 

图2 对立方体压制计算获得的相对密度分布
Fig. 2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a cubic sample by simulation

计算所得的相对密度及压制曲线分别如图2、图

3所示。由图2可知，压制后的立方体其密度分布为

刘明俊, 刘白：金属粉末轧制的力学模型及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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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高、中间低，上边高、下边低，这些现象是由

于压制过程中摩擦因素使然，跟实际的压制结果相

符。同时根据图3中压制曲线的模拟及实验结果的对

比，本文所述的力学模型及计算程序在用于粉末成

型的模拟计算中，能够获得可供参考的可靠结果。

 

图3 压制过程载荷(N)-位移(mm)曲线
Fig. 3 Curve of load-displacement of the punch

2.2 粉末轧制计算结果

基于以上计算，本文进一步对粉末轧制过程进

行数值模拟。通常地，竖直方式的粉末轧制方式如

图4所示。

 

图4 粉末轧制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of the rolling compaction

图中H表示进给方位侧粉体的厚度，h为辊

缝，B为辊面宽度，D为辊径， 为带材厚度，v为

轧制速度。本文计算中，进给厚度为5mm，辊面宽

度为50mm。辊缝h为2.0mm，辊径D为100mm。有

限元计算模型包含了2000个六面体全积分单元，同

时假定辊面为刚性表面，即轧辊本身没有变形。计

算采用前述压制模拟中的材料参数。

整个轧制计算过程分成两个步骤，在第一步中将

轧辊辊缝放大，随后两辊相向移动，压缩至所需要的

辊缝，与此同时压缩粉体模型。随后在第二步中轧辊

开始转动进行轧制，带动轧件进入稳定轧制阶段。事

实表明，这种咬入处理方式跟实际情况更加接近。

计算分析了轧制速度、轧辊摩擦系数对轧制

力及相对密度分布的影响。图5、图6分别为在不同

的轧制速度及摩擦系数下计算所得到的轧制力。图

7、图8则为在不同的轧制速度及摩擦系数下计算所

得到的沿轧制方向的相对密度分布。

 
图5 轧制力随轧制速度的变化结果

Fig. 5 Roller force as a function of roller velocity

 
图6 轧制力随摩擦系数的变化结果

Fig. 6 Roller force as a function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图7 相对密度随轧制速度的变化结果
Fig.7 Relative density along the rolling

direction obtained in different rolling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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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相对密度随摩擦系数的变化结果
Fig. 8 Relative density along the rolling

direction obtained in different friction coefficients

根据图5、图6的计算结果表明，轧制力随着轧

制速度及摩擦系数的增加而增加。在轧制过程的压下

及开始轧制过渡阶段，轧制力有所波动，当进入稳态

轧制后，轧制力也开始进入稳定状态。这种现象跟致

密材料的轧制过程也是类似的。图7、图8的计算结果

表明，相对密度随着摩擦系数的增加有所增加，但当

轧制进入稳定状态后，这种趋势并不明显。而随着轧

制速度的增加，相对密度则反而有所降低。本文的计

算同时表明，相较于摩擦系数，轧制速度对轧制力及

相对密度的分布有着更明显的影响。

3 结论

本文基于把粉末体看作是可压缩连续体的假

设，根据椭球面屈服准则分析了金属粉末体变形的

弹塑性本构关系。采用了合适的本构关系积分算

法，并对摩擦模型进行了分析。基于MSC.Marc平

台的二次开发工具编制了相关的用户子程序，对铁

基粉末的轧制过程进行了三维弹塑性有限元数值模

拟。综合分析了轧制速度、摩擦系数等对轧制力和

相对密度分布的影响。根据这些影响关系，可以通

过调节成形参数来获得特定密度、强度及其他性能

的轧制带材。

在粉末轧制过程中，同时存在材料非线性及几

何非线性问题，因此，更准确地，应该在计算模型

中增加几何非线性的因素。同时在模拟过程中，网

格模型的高度变形也是影响计算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更准确地，应该在计算过程中考虑以上因

素，在模型中添加几何非线性因素，并采用自适应

网格划分，这些因素都在本文作者的研究之中，以

期获得更综合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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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 model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metal rolling compaction

LIU Mingjun, LIU Bai

（School of Mi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enzhen, 518172, P.R. China）

Abstract：In spite of its simplicity and low cost, the rolling compaction process can produce strips or plates with 

homogeneous and satisfactory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e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rolling compaction are difficult to 

predict accurately by traditional means.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provides an efficient approach for such 

problem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owder system is a compressive continuous material, three-dimensional 

FEM simulations for the rolling compaction process of the iron matrix powder were proposed. The ellipsoidal yield 

criterion was analyzed. The correspondent elasto-plastic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was derived from the yield criterion. 

Appropriate integration algorithm and friction model were applied. The user subroutine was developed and three-

dimensional si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in MSC.Marc. Effects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rolling velocity of the rollers 

on the rolling for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lative density were analyzed.

Keywords: rolling compaction;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ellipsoidal yield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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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限变形本构模型的烧结铝带轧制计算分析

刘明俊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摘 要：对Al粉轧制所得的烧结带材的二次轧制进行了分析。基于连续介质力学对金属粉末轧制的有限变形弹塑

性本构模型进行了研究，并编制了计算模块。分析了不同压缩率下烧结Al带二次轧制后的宏观形貌及变形参数，并针

对各种压缩率下烧结Al带的二次轧制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对其应变、相对密度、轧制力等参数进行了研究。模拟所

得的相对密度及轧制力跟实测结果整体上相符，模拟值略大于实测值，其中密度相对误差在6％以内，最大轧制力相

对误差在3.2％以内。对比表明本文的理论模型及计算模块稳定可靠。

关键词： 有限变形；屈服准则；本构模型；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TG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32（2015）03-0075-05

【博士论坛】

金属粉末轧制工艺在高性能以及特殊用途板带

材的研制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粉末轧制通过在两

个反向旋转的轧辊中将初始松散的粉末体轧制成具

有一定密度及强度的带材，所获得的组分和密度均

匀，性能优良[1-3]。

通常经一次轧制出来的带材都带有一定的孔隙

度，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材质需要对金

属带材进行二次甚至多次轧制，在强度、孔隙度以

及厚度之间寻求平衡[4]。采用多次轧制方法可以获

得不同性能的带材，获得更广泛的应用。通过数值

模拟的手段确定轧制过程的力能参数对工艺进行优

化，在理论上以及实际应用中都有很大的意义。

对于烧结金属板材轧制的数值模拟，Mori等人
[5]用刚塑性有限元法模拟了轻微可压缩烧结多孔坯

料的平面应变轧制过程；Wang[6]等人用有限元法对

多孔铝板的热轧进行了模拟。这些都是二维的计

算，板料的初始密度也都接近于致密金属，其中

Wang的计算中相对密度更是在95％以上。这些分

析没有考虑材料的弹性变形以及轧制过程中沿宽度

方向上各种参数的变化。由于金属粉末轧制带材具

有一定的孔隙度，因此其力学性能跟致密金属仍然

有差别，在变形过程中仍带有体积压缩。若要准确

研究其变形行为，必须结合其本身的体积压缩特性

来描述。在金属粉末轧制及烧结带材轧制的数值模

拟研究中，由于成形过程存在材料非线性及几何非

线性等多重非线性，客观的力学模型的建立及计算

过程的稳定性均是一个难点。

1 主要力学模型

金属粉末轧制的复杂性还体现在轧制条件上，

粉体在轧辊的摩擦作用下带入辊缝被轧压成形，当

前对于这种接触情况多采用近似处理，较难准确描

述。粉末轧制中，摩擦力是主要的成形因素。同时

由于体积高度压缩，压缩率通常都为百分之八十、

九十甚至更大，网格变形严重。相比而言具有更强

的非线性，对算法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具有更高的要

求，轧制过程中的力能参数、摩擦因素以及边界接

触等问题更复杂，难于确定，这些都是当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本文将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确定对烧结带

材轧制过程中的力能参数及相对密度，分析各种工

艺因素对轧制过程的影响。

1.1 屈服模型

本文主要基于椭球面屈服准则对金属烧结带材

轧制成形进行力学建模，椭球面屈服准可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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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为跟粉体
材料相关的模型参数，是相对密度 的函数。

为应力偏张量 的第二不变量；

为应力张量 的第一不变量，反映静
水压力对材料致密的作用；

为 时的材料压缩屈服极限。
1.2 有限变形本构模型

烧结铝带的成形是一个伴随大应变及大位移

的过程，因此变形对平衡方程的效应不能忽略。此

时平衡方程及几何关系都是非线性的，亦即存在几

何非线性因素，这种问题即是所谓的有限变形或大

变形问题。针对这种非线性问题，本文基于公式

（1）中的屈服模型，结合更新拉格朗日格式推导

出率形式有限变形本构模型：

（2）

式中： ——Kirchhoff 应力张量 

   ——Cauchy应力张量

   ——Green应变张量
   ——初始密度

为弹塑性本构张量，

可由公式（1）推导得出。

和 分别为弹性本构张量和塑性本构张

量，结合公式（1）推导有：

 

关于 ，文献[7]在金属粉末轧制中使用了
以下模型：

        （3）

式中 对应屈服应力为0时的临界相对密度。
根据文献[7]对金属铝粉轧制的分析比较，应用该模

型在轧制中可以获得较准确的结果，因此本文将继

续沿用该模型。

本文根据以上推导的有限变形本构模型编制了

计算模块，基于此计算模块进行模拟计算。

2 计算结果分析

2.1 实验结果

本文对Al粉材料进行研究，通过Al粉轧制实

验获得的带材厚度在0.4-1.0mm之间，相对密度在

0.75-0.95之间。将初轧获得的Al带在真空环境固相

烧结，在600℃下保温90min。在该条件下烧结可以

增强带材的结合强度，同时又不致于破坏其原始孔

隙率。此处取厚度为0.8mm、相对密度为0.8的烧结

Al带作为研究对象。

为方便研究，将烧结带材切割成长40－50 

mm、宽20－40 mm的多个小块，并在上面刻上

10×10 mm的方格以观察变形情况。轧制成形条件

为：轧辊直径D= 150 (mm)，轧辊转速v=31.8mm/

s。比较了几种压缩率的轧制结果，不同压缩率下

轧制获得的带材参数见表1，由于 后一块带材已

经出现较明显的裂纹，故不将其密度列入比较。图

1为不同压缩率下二次轧制带材的宏观形貌。

表1 不同压缩率下二次轧制带材的变形参数
Tab.1 Parameters of the second-rolled

strips at different compaction ratios

厚度h(mm) 压缩率 伸长率 宽展

轧前 轧后

0.8

0.65 18.75％ 10％ ≈0

0.62 22.5％ 15％ ≈0

0.6 25％ 20％ ≈0

0.56 30％ 30％ 2.5％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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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图1 不同压缩率下二次轧制Al带的宏观形貌
Fig. 1 Macro appearances of the second-rolled

Al strips at different compact ratios
由图1可知，当压缩率不超过25％时，轧制效果

较好，同时沿轧制方向的伸长率呈规律性变化。而

大于该值时，伸长率有明显的增加，但同时也会产

生比较严重的裂边，甚至在带材中间也出现裂纹，

因此一次压下量不能太大。在轧制中还发现，烧结

带材基本上只有沿轧制方向的伸长，而在宽度方向

测得的尺寸变化相当小，即使是ε=30%时，宽展变

化量也仅有2.5％。据此可以认为，在此条件下，带

材变形以进一步的致密及沿轧制方向延伸为主。

2.2 模拟结果分析

针对表1中前三种带材做了模拟，铝粉基体材

料的弹性模量E0=70GPa，屈服应力Y0=50MPa。基

于本文的计算程序进行了数值模拟，对力能参数及

相对密度等进行分析。首先选择20×40mm带材作

为对比，采用六面体全积分单元。在数值模拟中，

将轧辊视为刚性体，忽略体积力、惯性力及张力的

影响，初始相对密度 ，工艺参数跟前述实验条件

相同，采用剪切摩擦模型。模拟所得的等效应变及

相对密度的分布分别如图2、3所示。

 
图2 宽向等效应变分布

Fig. 2 The equivalent strain along width

 图3 相对密度分布
Fig. 3 The relative density along width

由图3可见二次轧制后相对密度的 大值约为

0.91，致密效果相当明显，中间部分密度稍高于两

侧。模拟结束后，带材总长度达到46.8 mm，伸长

率为 ，小于实测结果 。宽展 大达到轧制前宽度

的2.68％，比实测结果略大。

结合实验对实时轧制力进行了采集，并测得了

二次轧制后带材的相对密度。相对密度及轧制力的

对比分别如图4、图5所示。对于密度而言，测得带

材四个部分中相对密度的 大值为0.905、 小值

为0.875，而模拟得到的密度则在0.885—0.926之间

波动，两者误差在6％以内。对于轧制力，模拟所

得 大值约为2356N，实测 大值约为2283N，相

对误差为3.2％。

 
图4 带材二次轧制后的相对密度

Fig. 4 Relative density after second rolling
 

图5 多孔带材的二次轧制载荷
Fig. 5 Rolling force in second 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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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图7分别为不同压缩率下带材平均相对密

度及 大单位轧制力的对比。根据图中所示，实验

所测及模拟所得平均相对密度以及力的 大相对误

差分别为约2.61%及13%，整体差距比较一致。平

均相对密度及轧制力的模拟值均大于实验值。

 图6 不同压缩率下的带材平均相对密度
Fig. 6 Average relative density of second-rolled porous

strips in different compaction ratios

 

图7 不同压缩率下的最大单位轧制力
Fig. 7 The Maximum unit rolling force in different

compaction ratios

3 结论

对Al粉轧制所得的烧结带材的二次轧制进行了

分析。在本文实验条件下，当压缩率不超过25％

时，轧制效果较好，同时沿轧制方向的伸长率呈规

律性变化，可知烧结带材变形以进一步的致密及沿

轧制方向延伸为主。针对二次轧制过程进行了数值

模拟。模拟所得的相对密度及轧制力跟实测结果整

体上相符，模拟值略大于实测值，分析了其相对误

差：其中密度相对误差在6％以内， 大轧制力相

对误差在3.2％以内。本文认为，在计算方面，产

生误差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理论及数值求

解所致误差，另一个是模拟输入参数的误差。此外

实际测量误差也是一个原因，特别在测力过程中，

受轧制装置、测力传感器等外界因素的影响更大，

比如摩擦以及预紧都会造成测量误差。从整体比较

来看，本文的理论模型及计算模块相对稳定，可以

对烧结带材的轧制过程作出具有参考意义的分析预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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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porous Al strip rolling
based on finite deformation constitutive model

LIU Mingjun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uangdong Shenzhen 518172, P.R.China）

Abstract：The secondary rolling of the sintered porous Al strip made from rolling compaction was studied. The finite 

deformation elasto-plastic constitutive model and calculation code was derived based on compressible continuum 

mechanics. The macr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ond-rolled Al strip under four different compaction ratio were studied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second rolling processes was performed. For the relative density and rolling force, 

Simulation values were a little bigger than experiment ones. The relative error for density was within 6%, while 3.2% 

for maximum rolling force, which prov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echanical models and calculation code appli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finite deformation; yield criterion, constitutive model;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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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 shear rolling for metal powder roll compaction were analyzed. The 

finite deformation elasto-plastic constitutive model and corresponding calculation code were derived 

based on compressible continuum mechanics.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for the cross 

shear rolling of metal powder. The rolling force development law under different compaction ratio 

and rolling speed ratio was studied. It showed that the rolling force decreased apparently as 

differential velocity ratio increased. Comparisons were done between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s 

from reference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echanical models and calculation code derived in this paper 

were proved.   

Introduction 

Rolling compaction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in Powder Metallurgy (PM) industry. In rolling 

compaction, the loose powder is compacted into strip by two rotating rollers. Strips produced by 

rolling compaction are advanced in homogeneous and functional properties. Therefore, this process is 

widely applied in development of high-property and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gets many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process, equipment and theory [1-3]. 

In conventional synchronous rolling process, diameters and rotating velocities of two rollers are 

equal. While the cross shear rolling is an asymmetrical rolling process, in which linear velocities of 

two rollers are unequal. This process is advanced in its high compaction ratio, low rolling force and 

high precision. Therefore it can be used for the rolling of hard-to-deform strips and extra-thin strips 

[4]. Generally there is two ways to realize cross shear rolling. In the first way, two rollers’ diameters 

are equal but the rotating velocities are unequal. In the second way, two rollers’ surface linear 

velocities are equal but diameters are unequal. The first way was applied in this paper. 

As for the cross shear rolling of dense metal,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in areas of theory, practi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5-6]. In dense metal rolling, if extension ratio is fixed, the more the 

differential velocity ratio, the less the unit rolling force. If extension ratio and rolling speed ratio are 

fixed, the thinner the strip, the less the unit pressure. 

Currently, there are still few researches about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of metal powder. 

Hirohata and Shima [7] had studied the rolling process of electrolytic copper powder and investigated 

the variation of rolling force under different differential velocity ratio. They found that the rolling 

force decreased as the rolling speed ratio increased. When the rolling speed ratio reached 1.33, the 

rolling force decreased about 25% than that in synchronous rolling compaction. Researches about 

numerical simulations about powder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had not yet been seen in 

publication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n mechanical behavior between loose powder and dense metal, 

rolling laws for the latter cannot directly applied to the former. Moreover, complex process makes it 

difficult to comprehensively research the metal powder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In this paper, 

finite deformation constitutive model and calculation code were established to perform numerical 

simulations for metal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so as to investigate the variation law of rolling 

force under different rolling speed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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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cal models 

Definition of differential velocity ratio. Fig. 1 shows the deforma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rolling 

compaction and the parameters. I is the powder supply area and corresponding to supply angel α1; II is 

the biting area, corresponding to bite angle α, the loose powder system begin to be densified in this 

area; III is the compaction area, the initial location corresponding to neutral angle α2, in the neutral 

section strip density reaches the maximum in rolling; IV is the release area. D is the roller diameter; 

H1 is the supply thickness; H is the biting thickness; B is the roller width; δ is the strip thickness; v1 

and v2 are rolling surface linear velocities. 

v1
v2ααα2

3αO1 O2δ
H1

B

D

I

II

III

IV

1

H

 

Fig. 1 Deformation distribution of rolling compaction 

Definition of differential velocity ratio. Contact friction and process conditions in powder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are more intricate than those in synchronous rolling. Owning to different 

velocities in two rollers, deformation developing laws and parameter distribut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synchronous rolling. Here the rolling speed ratio r is defined as: 

lh vvr =                                                                                                                                             (1) 

Where vh and vl are surface liner velocities of high-speed roller and low-speed roller, respectively. 

In numerical simulation, due to the complicate friction condition and high volume compaction in 

metal powder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the mesh will endure severe deformation and there are 

multi-nonlinearities, such as material nonlinearity, geometrical nonlinearity and contact nonlinearity. 

It requires more comprehensive mechanical models and more stable and reliable calculations. 

Yield criterion. The mechanical model in this paper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ellipsoidal yield 

criterion, which can be expressed as: 

02

02

2

1 =−′+= YJBAJf δ                                                                                                                 (2) 

Where A=A(ρ), B=B(ρ) and δ= δ(ρ)are parameters related to powder matrix material and are 

functions of relative density ρ ;  

2J ′ =(1/2)sij sij is the second invariable of the deviatoric stress tensor sij; 

 J1=σii is the first invariable of the stress tensor σij and it reveals the densification action of the 

hydrostatic pressure on the powder system;  

Y0 is the compressive yield strength of the dense matrix material. 

Finite deformation constitutive model.   Deformation of the porous strip is accompanied by large 

strain and displacement. Thus the effect of the distortion on equilibrium equation cannot be ignored. 

In this case, equilibrium equation and geometrical relationship are both nonlinear, which belongs to 

the finite deformation case. Based on the yield criterion in Eq. (1) and Updated Lagrange formulation, 

the powder-deformation applicable finite deformation constitutive model in rate-form can be derived 

as: 

)(
0

kkijkijkkjikkl

ep

ijklij DS εσεσεσε
ρ
ρ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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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Sij is the Kirchhoff stress tensor;  

σij is the Cauchy stress tensor;  

εij is the Green strain tensor; 
ep

ijklD  is the elasto-plastic constitutive tensor and it can be derived from Eq. (2). 

The calculation code was developed from above models and was applied for simulation. 

Analysis of rolling force 

Numerical simul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for Al powder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In the simulation, powder supply thickness H1=5 mm; roller diameter and width 

D×B=Φ150×100 mm; rotating velocity v=31.8 mm/s; friction coefficient µ=0.3; initial relative 

density ρ0=0.35. There were three compaction ratios, ε1=84%, ε2=82%, ε3=80%; and three rolling 

speed ratios, r1=1, r2=1.21, r1=1.3.  

Under these conditions, rolling force variations were studied. Fig. 2 shows rolling force at different 

rolling speed ratios; Fig. 3 is the maximum rolling force variation at different rolling speed ratio and 

compac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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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Rolling force at different rolling speed 

ratio 

Fig. 3 Maximum rolling force at different 

rolling speed ratio and compaction ratio 

From Fig. 1 and Fig. 2, it can be known that rolling force decreased apparently as the rolling speed 

ratio increased. In Fig. 2, among three rolling speed ratios, when r=1 the maximum rolling force was 

most sensitive to the compaction ratio, responding which force variation value was the biggest. With 

the rolling speed ratio increased, the force variation range decreased a little. This phenomenon was 

decided by the particular mechanical behavior in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In asymmetrical 

rolling,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two rollers’ surface linear velocity, neutral point at the low speed 

roller side deviated to the rolling entrance, while the neutral point at the high speed roller side 

deviated to the rolling outlet. Deviation of neutral points made the friction direction at two rolling 

sides was reverse from each other. Friction at high speed roller side run forward and that at low speed 

roller side run backward, which created a forward-backward rolling area. It caused the unit pressure 

distributed along the roller contact arc and average unit pressure appare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synchronous rolling. Thereby the total rolling force decreased [9]. Accordingly, with the same rolling 

force, the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exhibits more strengthen rolling ability than synchronous 

rolling does. 

Comparison. The above law can be compared with Hirohata’s work about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of electrolytic copper powder [7]. Fig. 4 shows the maximum rolling load under different 

rolling speed ratio for copper powder. In Fig. 4, α represents the rolling speed ratio. Compaction ratio 

F=Qf /Vf =ρ t, where Qf is the powder feed rate; Vf  is the strip velocity at the rolling outlet. Assu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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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ling gap was fixed, when F increased, it might be from the increase of Qf or decrease of Vf . Such 

condition meant more powder was compacted in unit interval. Moreover, if F was fixed, P nearly 

linearly decreased as r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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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The maximum rolling load as a function 

of rolling speed ratio, for copper powder [7] 

Fig. 5 Average unit pressure as a function of 

rolling speed ratio and extension ratio, for 

dense metal [10] 

Fig. 5 is the development of average unit pressure under different rolling speed ratio and extension 

coefficient for dense metal. The extension ratio µ represents the compaction ratio and µ=H/h, where H 

is the before-rolling thickness and h is the after-rolling thickness. From Fig. 5, Fig. 2 and Fig. 3, it can 

be seen that both in dense metal rolling and in loose powder rolling, the load decreases as rolling 

speed ratio increases. It can be seen from Eq. (2) that in powder system deformation, parameters are 

related to powder matrix material and relative density. During the deformation, loose powder system 

is compacted to strip and mechanical behavior approaches to that in dense metal with the density 

increasing. Thus the variation law of macro physical parameter, such as force, is similar to that in 

dense metal. 

Conclusions 

In metal powder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contact and process condition are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ose in conventional synchronous rolling. The deformation law and mechanical behavior are 

different. In numerical simulations, it needs to considerate the severe mesh deformation as well as 

multi-nonlinearities, such as material nonlinearity, geometrical nonlinearity and contact nonlinearity. 

Numerical simulations about Al powder cross shear rolling compaction indicated that the rolling 

force decreased apparently as rolling speed ratio increas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olling speed ratio 

r=1, the maximum rolling force was most sensitive to compaction ratio and force variation reached 

maximum value. With the rolling speed ratio increasing, the variation value decreases.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for density and more parameters will be carried out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s in futu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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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wder forming process can produce parts with homogeneous and satisfactory mechanical 

propertie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owder system is a compressive continuous material, the 

flow stress models used in powder forming were analyzed. The correspondent elasto-plastic 

constitutive model was derived from the yield criterion. Appropriate algorithm and mechanical 

models were applied. The program was developed and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s for the powder 

compaction process of the iron matrix powder were performed. Effects of different flow stress models 

on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Introduction 

Powder Metallurgy (PM) has many advantages both i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ver the 

conventional processes and has got widely application in manufacturing of high-performance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fields [1-3]. PM processes can develop new and functional parts with 

homogeneous composition and satisfactory mechanical properties. 

In powder forming processes, loose powders are compacted to nearly dense green parts. During 

deformation, stress that promotes powder body’s plastic flow grows larger with the deformation 

increases because of the hardening effect. The yield stress correspondent to an instantaneous 

deformation state is called flow stress, which is a function affected by deformation rate, temperature, 

deformation degree and some other factors, and it is related to properties of the matrix material. In 

powder forming, due to the varying powder density during the deformation, flow stress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density.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owder system is a compressive continuous material, the flow 

stress models used i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powder forming were analyzed [4-6]. The 

correspondent elasto-plastic constitutive model was derived from the yield criterion. Appropriate 

algorithm and mechanical models were applied. The program was developed and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s for the powder compaction process of the iron matrix powder were performed. Effects of 

different flow stress models on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Yield Criterion and Flow Stress Model 

A yield criterion used in simulations of powder compac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Von Mises criterion 

and geometrically appears as an elliptical surface in principle stress space [4] , which can be 

formulated as: 

01)()(),( 2

12 =−+′= JBJAf ij ρρρσ .                                                                                                       (1) 

Where 

ijij ssJ
2

1
2 =′ —the second invariable of deviatoric stress tensor ijs ; 

iiJ σ=1 —the first invariable of stress tensor ijσ ; 

BA, —parameters related to properties of matrix material and the relative density 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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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υ  is the Poisson’s ratio, )(ρσ  is correspondent to the uniaxial tensile yield stress, and it can 

be functioned by uniaxial tensile yield stress sσ  of dense matrix material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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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σ  is called flow stress model, )(ρδ  can be seen as the model coefficient. According to Eq. (2) 

and Eq. (3), A and B can be express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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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s and Parameters in Flow Stress Models 

For the flow stress models used by Kuhn, Doraivelu and Lee, et al.,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25.0 ρυ = [4], A and B can be express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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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hows three representative flow stress models coefficients )(ρδ . 

Table 1 Representative flow stress models coefficients 

Representative Kuhn 
[4]

 Doraivelu 
[5]

 Lee et a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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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ble 1, cρ is the critical relative density when flow stress is 0. For the unsintered powder, cρ  is 

very close to the loose powder density. 

Kuhn assumed 1=δ  and he considered that porous material and non-porous material had equal 

flow stress, that is sσρσ =)( . 

Besides Kuhn’s assumption, there are still two other models. To distinguish these two models, we 

took Doraivelu’s model as )(1 ρδ , and Lee’s model as )(2 ρδ ; correspondently, A and B as A1, A2, 

B1, B2. Based on dimensional analysis, Doraivelu thought that in A and B expressions, the relative 

density elements in numerator and denominator can be counteracted. He assumed that )(1 ρδ  was 

linearly functional with 2ρ , which meant 2=n . Chen Puqing adopted Doraivelu’s model, but he set 

7=n , which brought more accurate results in a cubic compaction simulation [7]. While in Lee’s 

model, 2=n . 

According to above equations and assumption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forms for A and B, t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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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flow stress models and their coefficients were edited as general formula. With the 

determined yield criterion, the correspondent elasto-plastic constitutive model was derived. 

Appropriate algorithm and mechanical models were applied. The program was developed and 

three-dimensional FEM simulations for the powder compaction process of the iron matrix powder 

were performed. Effects of different flow stress models on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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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s and Analysis 

Experiments and three-dimensional FEM simulations for the iron-matrix powder compaction process 

in a cylindrical die were performed. The punch downward compaction velocity was 10 mm/min. The 

initial loose powder body with the size Ф30×70 mm was compacted into a cylinder ofФ30×30.8 

mm.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simulations. Fig. 1 shows the dimensions and 

meshes of the cylindrical compaction sample. This model included a quarter of the cylinder and 640 

full-integrated hexahedral elements. 

Fig. 2 shows the compaction curves obtained from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s under different 

flow stress models in references. When 1)( =ρδ , the simulation result leaves the experiment farthest; 

while when 
n

c

n

c

n

ρ
ρρ

ρδ
−
−

=
1

)(1
 and n=7, simulation curve approaches the experiment clos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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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Dimension and meshes of a 

cylindrical compaction sample 

Fig. 2 Compaction curves obtained from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s under different flow stress models 

According to Fig. 2, there are obvious disparities between simulation curves, which were caused 

by different hardening degree of the flow stress models. Fig. 3 explains their hardening degrees. 

 

(a) 
 

(b)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δ  and ρ  in different flow stress model 

Fig. 3 show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low stress model coefficients δ  and relative densityρ . 

According to current researches, the exponent n was often adjusted to make the simulations approach 

the experiment. It can be seen from Fig. 3 that except in Kuhn’s researches, )(ρδ  become softer with 

n grows; which n value can bring the more accurate results depends on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As for 

the compaction curves in Fig. 2, for )(1 ρδ  and n=7, simulation result was closest to the experiment. 

Fig. 3 (b) further shows relationships between other n values and relative density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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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shows the relative density and Fig. 5 tells the compaction curves under different flow stress 

models. Both figures approved that for the examples in this paper, simulation density and compaction 

curve got from )(1 ρδ  and n=7 approached the experiment value most clo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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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Compaction curves in different flow stress models 

However, it must be noted that the n value cannot be randomly selected and it should not be too 

large. According to Eq. (4), )(ρδ  is part of the denominator, which will be diminished by a too large 

n value, especially in the initial compact process when the loose density is rather low. A too small 

denominator will cause big calculation error and deteriorate the convergence. Such phenomena are 

especially distinct for )(2 ρδ . In )(2 ρδ , when n>3, the convergence became very bad in calculation 

and the numerical results were already inaccurate. For )(1 ρδ , even when n=9, calculations could still 

go on, but the error was too large to be accept. 

Conclusions 

Strictly speaking, for a certain material, the flow stress model should be determined with experiments 

under different density states. Due to the loose state of the powder body, accurate experiment data are 

hard to measure, especially at the low density. Therefore, flow stress models listed in this paper are 

proper for simulations and are able to satisfy the industry estimations. For simulations in this paper, it 

approved that when )(1 ρδ  and n=7 were adopted, simulation results reflected the experiments more 

accu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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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Relative density in different flow stress models and experime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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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计算机三维造型课程的特点及关键技术，强调在三维造型中专业基础、软件操作和

工程应用的融合，并对几种 CAD 软件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提出了在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种手

段，做到讲解的完备性和系统性，充分做到讲练一体，并重视培养学生的建模习惯。
关键词：高职教育；三维造型；CAD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8-0098-03

对计算机三维造型课程教学的思考
刘明俊 姜家吉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29）

计 算 机 三 维 造 型 是 计 算 机 辅

助设计与制造专业一门实践 性 极

强的专业课程，是专业基础知识与

工程应用的纽带。
实 践 教 学 是 高 职 教 育 中 非 常

重要的环节。 在机械、制造类专业

中，所涉及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课程

较多，难度较大，所接触的仪器、设

备也比较繁杂。 因此，在整个课程

体系中， 学生的学习压力普 遍 较

大。 如果只是一味灌输，可能会适

得其反，使学生在不能充分掌握理

论及实践知识的情况下产生 厌 学

情绪。 在当前信息化社会以及工业

生产中，计算机三维造型课程前承

专业基础知识， 后启工程实 践 应

用。 如果在教学中能充分把握该类

课程的核心，将在理论基础和实践

应用的教学中起到桥梁作用，不但

能让学生正确使用造型软件，同时

也可以加强对专业基础的掌握，加

深对工程应用的理解，从而可以充

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提高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成为

能够充分适应社会和企业需 求 的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不少身处教学

一线的教育者从课程和教学 体 系

改革、教学方法、软件应用等领域

对三维造型及相关课程进行 了 研

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本文结

合高职教育的特点，主要从三维造

型软件与专业基础和工程应 用 三

者的融合性着手分析，提出在平时

的教学及实训过程中，应结合三维

造型软件在企业中的实际应用，指

导学生加强对各种软件的专 业 理

解，根据不同的应用领域选用合适

的软件进行高效的建模。 同时提出

在教学过程中， 应结合多种手段，

做到讲解的完备性和系统性，充分

做到讲练一体，并重视培养学生良

好的建模习惯，使其在应用中更显

标准化、专业化。
基础知识、软件操作

和工程应用的融合

三 维 造 型 软 件 本 身 就 是 连 接

基础知识和工程应用的纽带。 扎实

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

顺利地掌握三维造型原理； 另一方

面，可避免学生只学会造型，而无视

专业基础及工程应用， 犯下原则性

的错误。因此，在教学中必须让学生

针对自身不足重温或者补充某些比

较重要的基础知识。例如，在讲授利

用 UG NX 以及 SolidWorks 进行工

程制图时， 笔者从多处强调了基础

知识， 给学生们重新讲解了投影类

型的区别和设置， 利用直观的示意

图帮助学生理解第一视角和第三视

角的区别（如图 1 所示）。这样，可以

使学生正确地理解图纸信息， 避免

出现原则性错误。 同时还给学生讲

解了正交投影视图的生成以及区别

等。总之，要实现基础知识和软件应

用的良好结合。

三维造型软件只是一种工具，
学习一种软件并不仅仅是为了学会

操作， 更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去解决

真正的工程问题。 笔者曾在企业从

事研发工作， 对实际项目中的软件

应用特点比较清楚。由于有些经验，
因此在讲授课程时会结合实际项目

的特点对软件的某些功能做出特别

的说明或提醒。 主要是为了让缺乏

项目经验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

熟悉软件功能的实际应用。例如，在

讲授参数化造型的时候， 就列举了

这种用法的优点， 可以大大地提高

效率、避免人为错误、提高建模标准

化程度等等。同时，也列举了在实际

项目中的使用场合和方法， 比如标

准件的建模方法以及参数化尺寸驱

动建模方法等。 图 2 为螺栓的参数

化模型， 该模型包括腔体及螺栓实

体两部分， 下页表 1 为对应的参数

说明， 利用参数化建模可以对模型

尺寸进行驱动， 从而快速生成所需

的新螺栓模型， 并能方便地在连接

板中生成螺栓孔。

又如， 在讲授钣金造型时，多

次强调了钣金件的展开、折叠功能

对钣金工艺制定及模具设计 的 重

要性，并且列举了在实际项目中使

用这些功能的方法、优点，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也少不了综合实 例 的

练习。 如此一来，大大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 总之，要让学生了解

到在学习三维造型软件时，应该将

图 1 第一视角投影和第三视角投影示意图

（a）第一视角投影

观察者 物体 投影面 投影视图

（b）第三视角投影

观察者 物体投影面 投影视图

图 2 螺栓的参数化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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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软件操作和工程应用充

分融合，把使用软件的水平提升到

一个全新的高度。
同类软件之间的分析比较

当 前 常 用 的 三 维 造 型 软 件 有

多 种 ， 包 括 UG NX，Pro/E，Catia，
SolidWorks 等，各个企业根据自身

的实际需求也会选用不同的软件。
学生对这些软件通常比较感兴趣，
会同时学习使用多种软件。 但是，
对于学生而言，由于很少接触工程

项目应用，因此，常常陷入为学习

软件而学习的矛盾中，对各种软件

的使用场合、优缺点等缺乏综合的

比较分析。
笔 者 在 授 课 过 程 中 特 别 注 意

对这些软件的分析比较，结合某一

功能，给学生讲解各自的特点。 比

如，SolidWorks 功能齐全、 操作简

单，非常适合一般的钣金模具设计

过程；而 UG 则集成度高，曲面造型

功能强大，参数化设计功能也很齐

全， 同时还完美地将 CAD 和 CAM
结合在一起。 在讲授参数化造型的

时候， 也分析了 SolidWorks 和 UG
NX 各自的特点， 如 UG 的尺寸编

号 根 据 全 局 顺 序 进 行 编 排 ， 而

SolidWorks 的尺寸编号则是根据某

一草图中的顺序来编排。 这样，一

方面，可以让学生重温自己所学的

其他软件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

通过分析比较从而更深入地 理 解

各个软件的特点。 高职院校的目的

是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作为一个

有竞争力的高职学生，毕业后应该

能很快适应社会需求，如果在学校

的学习中就能透彻理解多个软件，
无疑可以提高其职业竞争能力。

教学手段的融合

（一）讲解的完备性与系统性

三维造型软件中的各种功能、
命令之间通常没有必然联系，容易

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缺乏系统 性 的

现象。 但是，造型过程是很多功能

的综合应用，因此，在制定教学方

案时，需要注意完备性和系统性的

结合。 完备性要求我们尽量对各个

功能命令讲授清晰完整，这样可以

使得学生充分理解各个命令 之 间

的特点；系统性则要求结合综合的

实例，综合应用各个功能，而不是

彼此割离。
针对讲解的完备性，笔者首先

在教案中对每个命令操作过程都描

述得尽量详细， 在课前把详细的教

案下发给学生。在授课时，先对这些

过程进行较简单的描述， 然后亲自

动手演示一遍， 在演示过程中让学

生尽量跟着做。某些简单的命令，学

生上手较快； 对于某些复杂而又重

要的命令， 笔者会事先把操作过程

录制成动画， 使得整个操作过程更

直观、更详细，还可以反复观看。 学

生可以按照教案中的步骤进 行 操

作，也可以在课堂跟着老师一起做，
还可以在其他时间观看动画演示，
自然会加深印象。 学习方式也可以

有所选择，尽量做到因人施教。
至于系统性，结合来自于企业

实际项目中的综合实例练习来融合

各个功能之间的应用是较好 的 方

法。在项目实例练习中，不但要讲解

怎么样去建立模型， 而且要分析怎

么样灵活选用各种命令方法， 高效

简洁地建立模型， 同时能够使模型

容易修改维护。 笔者强调在建模过

程中， 如果可以特征建模则尽量优

先选用，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
或者定位比较麻烦的结构， 则借助

草图来进行建模。 图 3 为特征建模

的方法展示， 对于没有包含复杂曲

面或者外形的一般模型， 不需要通

过复杂建模方法来完成， 则有较大

部分的建模量都可以采用特征或对

特征的操作来完成。另外，也需要做

到前后贯穿，把新旧内容加以联系，
起到巩固复习的作用。

再如，对于建模过程中定位尺

寸的标注及其基准的选取，最好结

合参数化建模方法进行讲解。 在三

维 CAD 软件中， 每个尺寸均对应

一个参数名，这个参数名可由系统

自动分配， 也可以由用户修 改 而

成。 因此，对于较重要的尺寸或者

是需要作为基准使用的尺寸，建议

由用户修改采用比较容易记 忆 的

参数名。 在标注其他定位尺寸时，
可以引用这些尺寸参数，同时要合

理地选取定位基准。 这样，在修改

外形尺寸时，可以让相关的定位尺

寸产生用户所需的同步变化，避免

了对定位尺寸的重复标注。
（二）讲练一体

学 习 软 件 很 关 键 的 一 点 是 要

多练，要在课堂上练习，也要完成

课后作业。 经过笔者观察发现，随

堂练习相当重要，因此，要根据内

容的复杂程度把握好课堂上 讲 和

练的时间分配。 讲解演示的时候要

求学生尽量跟着操作，在讲完之后

马上让学生亲自练习，教师则随堂

观察并解答学生遇到的问题，如果

随堂发现一些操作上的共性问题，
要及时强调以引起学生注意。 同

时， 经常汇总学生所反映的问题，
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让大部分学生

尽量能够在课堂上掌握教学内容。
由于笔者在刚刚开始上课时，教案

中的练习步骤写得不是很详细，学

生便反映看不懂。 因此，在随后的

教案中就把操作步骤都写得 尽 量

完善，这样就算学生当堂不能跟上

讲解的内容，也可以按照教案中的

步骤自行操作。
（三）良好习惯的培养

很 多 学 生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认 为

只要造出模型即可，从来不讲求建

模方法和习惯。 尽管对于比较简单

的模型，方法习惯的作用体现得不

明显，但对于比较复杂的模型或是

对整个装配体，良好的方法习惯的

作用就可以很明显地体现。 就学生

而言， 由于缺乏实际项目经验，基

本体会不到上述经验和作用。 笔者

根据自身的经验特别向学生 强 调

了良好习惯的重要性，例如，在建

立参数化草图的时候，很多学生在

绘制草图时都是在绘制的时 候 输

入一个数据就草草了事，从来不在

绘制之后进行尺寸标注或者 几 何

约束。 这样导致在后续修改中，往

往改变一个尺寸就使得草图 的 形

状和位置完全改变，往往最后需重

新开始绘制，严重影响了效率。 在

实际工程问题中，不止影响效率这

么简单，如果连设计者都不清楚哪

表 1 螺栓的参数说明表
参数 D1 D2 D3 D4 D5

说明
沉孔
直径

螺栓头
部直径

过孔
直径

螺栓
直径

底孔
直径

参数 H1 H2 H3 H4

说明
沉孔
高度

螺栓头
部高度

螺栓
长度

连接板厚度

1-长方体；2-槽；3-圆台；4-腔体；
5-凸垫；6-键槽；7-圆锥；8-孔

图 3 特征建模例图

1 2 3 4 5 6

7
8

专业教学研究 99



2013.8

些尺寸已经变动，将加工出不合格

品，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教学

过程中， 必须对学生强调其 重 要

性，在平时的练习过程中逐步培养

良好的建模习惯。 如建模之前先做

规划，首先要明确设计意图，再着

手造型；草图要有完整的尺寸标注

和约束； 建模过程中及时存盘；尽

量选用最简单的建模手段， 等等。
同时，也要向学生传授更多在企业

中的习惯用法或者是快捷方法，让

他们更熟练地使用软件。 培养良好

的建模习惯需要注意的几个 方 面

如图 4 所示。
通过理论及实践教学发现，学

生对本文提及的各种方法普 遍 反

映良好。 由于紧密结合实际项目，
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

明确了学习目的，学生在建模过程

中 对 软件的具体应用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 同时也能自觉加强对专业

基础知识的理解。 教师须在教学过

程中明确提出并加强培养学生良好

的建模理念及习惯， 继而在平时的

练习乃至此后的使用中巩固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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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是高职高专计算机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教师感觉原理难教，

学生感觉原理难学”是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重点探讨本课程的教学设计的基础上，依据

“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教学原则，采用案例教学法，给出一套以数据库设计为主线，穿插讲授数据

库原理各知识点的教学过程设计方案。
关键词：高职院校；数据库原理；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8-0100-03

高职院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教学设计探讨
胡巧儿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0）

随着计算机在各行各业的普及应用，数据库技术

已成为各种应用系统开发的重要基础平台和核心技

术。 因此，《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成为高职高专计算机

专业一门非常重要的主干课程。
依 据 高 职 高 专“实 用 为 主，够 用 为 度”的 教 学 原

则，该课程主要由数据库原理、设计和应用三个部分

组成，重点是数据库设计和数据查询语句。
目前，高职高专《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教材在内容编

排上一般都是先原理、后设计、再应用，孤立数据库设计

与数据库原理各知识点的关联，抽象且不易理解。 尽管

教师花费不少课时讲解， 学生仍普遍反应原理抽象，大

都不能深刻领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学生以后的

系统开发实践中， 对数据库设计这一环节常常无从下

手，茫然无措。 实践证明，学生要想真正掌握如何做，还

应知道必要的“为什么”。只有学好必要的数据库基本理

论知识，学生在日后的开发及应用中才能应对自如。
教师感觉原理难教，学生感觉原理难学。 由此，市

场上甚至出现了不少跳过原理直接以一个数据库管

理系统平台讲应用的高职教材，也引发许多关于数据

库课程教学的讨论并屡见于期刊中，但都局限于讨论

该课程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对如何重点解决“数

据库原理内容教学难”的问题鲜有讨论。
针对这一情况， 笔者通过多年的数据库教学经

验，摸索并总结出：采用案例教学法，以数据库设计为

主线，通过数据库设计的几个环节来穿插讲授数据库

原理中的各知识点。 把原来抽象学习的一些理论，变

成数据库设计实践中适时的需要和指导，加深学生对

原理的理解，同时也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数据库原理教学设计方案包括三个部分，即明确

重要知识点，教学过程设计，教学课时分配。
明确重要知识点

依据高职教育“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数

据库原理与应用》这门课程的原理部分学生需要重点

掌握的几个知识点是：DB（数据库）、DBMS（数据库管

理系统）、DBS（数据库系统）、关系数据结构、关系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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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该

装置包括供粉装置、辊轧装置、烧结装置、生坯传

送装置和生坯缓存装置，所述生坯传送装置具有

将轧制后的粉末生坯切割成块的切割器和传送

切割后的成块生坯到生坯缓存装置的传送机构，

所述生坯缓存装置具有在送入烧结装置之前存

放多块生坯的缓存空间。该装置在实现基本轧制

功能的前提下，引入生坯传送装置及缓存装置，

以连续输送并储存带材，储存的带材再送到烧结

装置中进行烧结，进行在线初步烧结，实现连轧

连烧，达到批量连续化生产的目的。而且，生坯缓

存装置可同时储存多块生坯，随后一次性送入烧

结装置进行初步烧结，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操作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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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包括供粉装置、辊轧装置以及烧结装置，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生坯传送装置和生坯缓存装置，所述生坯传送装置具有将轧制后的粉末生坯切

割成块的切割器和传送切割后的成块生坯到生坯缓存装置的传送机构，所述生坯缓存装置

具有在送入烧结装置之前存放多块生坯的缓存空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坯缓存装置具有多

层托盘，每个托盘用于存放一块生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烧结装置具有多个托

板，每个托板用于放置一块生坯，所述托板的数量与所述托盘相当，所述烧结装置与生坯缓

存装置无缝对接，所述多个托盘在送入烧结装置时与多个托板位置对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坯缓存装置还具有

一个高度自动调节的调节支架，所述调节支架具有液压装置，用于逐步升高或下降托盘以

使多个托盘依次接收传送过来的生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坯传送装置包括用

于放置及传送轧制后生坯的传送带、位于传送带侧边的导轨、横跨设置于传送带上方的切

割器，所述切割器至少一端可滑动地固定于所述导轨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辊轧装置包括两个纵

向并排设置的轧辊和用于调节两个轧辊间隙的液压调节装置。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辊轧装置设有用于在

线实时检测轧制力的测力传感装置。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辊轧装置在轧辊的轴

向两侧设有挡料板以及在轧辊底部设有废料托盘。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粉装置包括料筒、

置于料筒内用于输送粉末的传送螺杆、给粉末加热的加热器以及设于传送螺杆输出一端的

送料斗，所述送料斗具有开口形状可调的型口。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粉装置还包括动

力装置、控制动力装置转速的供粉控制装置，所述辊轧装置具有给轧制提供动力的动力传

输装置以及控制动力传输装置变速的变频器，所述生坯传送装置具有控制生坯输送速度的

操控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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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粉末连续成型装置，具体涉及一种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粉末轧制是粉末冶金中的一种连续成形工艺，将金属粉末不断地通过喂料装

置喂入两个轧辊之间，依靠轧辊的压力轧制成具有一定厚度和连续长度并且有适当强度的

带材。金属粉末轧制工艺用于制取多孔功能材料，可以方便地在板料强度性能指标和孔隙

率之间寻求平衡，并能保持孔隙的三维连通性，获得特殊性能材料。

[0003] 图1显示的是粉末轧制示意图。现有的轧制装置20通常采用纵向轧制，即粉末201

由上至下经过轧辊202轧制成带材生坯203，在此情况下，可以利用粉末自重配合轧辊转动

进行轧制。同样的，也可以进行粉末的横向轧制，即一对轧辊平放，粉末在水平方向上进行

轧制。在横向轧制情况下，粉末需要借助横向推动力进行轧制。粉末轧制装置获得的带材生

坯厚度小，强度差，需要进行烧结之后才能进行后续的加工，因此，需要将轧制的生坯转移

到烧结装置中进行烧结，以便批量进行烧结。然而，这样将轧制和烧结操作分离，容易在中

途破坏轧制生坯，不利于实现输送及后续二次加工，很难实现批量连续化生产。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提供一种操作便利、连续生产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

[0005] 一种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其包括供粉装置、辊轧装置、烧结装置、生坯传送装

置和生坯缓存装置，所述生坯传送装置具有将轧制后的粉末生坯切割成块的切割器和传送

切割后的成块生坯到生坯缓存装置的传送机构，所述生坯缓存装置具有在送入烧结装置之

前存放多块生坯的缓存空间。

[0006] 上述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在实现基本轧制功能的前提下，引入生坯传送装置及

缓存装置，以连续输送并储存带材，储存的带材再送到烧结装置中进行烧结，进行在线初步

烧结，实现连轧连烧，达到批量连续化生产的目的。而且，生坯缓存装置可同时储存多块生

坯，随后一次性送入烧结装置进行初步烧结，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操作便利。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纵向粉末轧制原理示意图。

[000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的轴测图。

[0009] 图3是图2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中供粉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4是图2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中辊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5是图2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中生坯传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6是图2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中生坯缓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7是图2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中烧结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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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15] 请参阅图2，示出本发明实施例的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10，该装置10其包括供粉

装置11、辊轧装置12、生坯传送装置13、生坯缓存装置14以及烧结装置15，所述生坯传送装

置13具有将轧制后的粉末生坯切割成块的切割器131和传送切割后的成块生坯到生坯缓存

装置的传送机构，所述生坯缓存装置14具有在送入烧结装置15之前存放多块生坯的缓存空

间。

[0016] 供粉装置11用于供应粉末，优选为金属粉末。具体地，如图2所示，供粉装置11包括

料筒112、置于料筒112内用于输送粉末的传送螺杆113以及设于传送螺杆113输出一端的送

料斗114，所述送料斗114具有开口形状可调的型口114a。优选地，送料斗114靠近传送螺杆

113的部分为连接筒部114b，通过一个锁紧环118与传送螺杆113紧密连接。送料斗114在紧

接连接筒部114b的部分为方形腔体114c，由方形腔体114c向前延伸出锥形斗114d，锥形斗

114d的开口即为前述开口形状可调的型口114a。型口114a位于与辊轧装置12的轧辊辊缝中

间相对，优选为方形，相当于成型带材的截面形状。该型口114a可以调整大小，从而可以调

整初始供粉粉体的宽度和/或厚度。优选地，料筒112采用全密封结构，粉末在料筒114中进

行传输，通过传送螺杆113横向传输推进，连续进料，进行连续轧制。

[0017] 进一步，供粉装置11还包括进料斗115、加热器116、用于驱动传送螺杆113的动力

装置如马达。如图2和3所示，马达安装于一个马达套117上，马达通过连接轴117a与传送螺

杆113连接。进料斗115作为金属粉末原料入口。加热器116用于在进行轧制前对粉末预加

热，加热后的粉末更易于轧制，加热器116设于料筒112的进料一端，即粉末在进入料筒112

前先经过加热器116加热。加热器116可以是一个加热保温筒，可以控制温度，给粉末加热保

温，实现在某一温度下的粉末轧制，从而控制粉体的流动性及轧制性能。供粉装置11固定于

机架110上，机架110上还具有支架110a，用于支撑加热器116。

[0018] 供粉装置11还具有供粉控制装置119，用于控制动力装置如马达（电机）转速，从而

调节单位时间供粉量。金属粉末原料通过送料斗115进入辊轧装置12进行轧制，单位时间供

粉量愈大，进入辊轧装置12的粉末初始密度也愈大，将影响粉末轧制形成的带材生坯性能。

因此，通过供粉控制装置119的控制，可以调整粉末轧制形成的带材生坯性能。

[0019] 如图3所示，辊轧装置12包括两个纵向并排设置的轧辊121和用于调节两个轧辊

121间隙的液压调节装置122。具体地，辊轧装置12安装于一个组合式机架120上，机架120安

装于一个底板129上。组合式机架120由多个框架通过联接件组装而成，方便拆卸、安装，便

于整个装置中各类零部件的更换。两个轧辊121通过动力传输装置126进行驱动。在一个具

体实施例中，动力传输装置126是由电机及齿轮等传动装置的组合，例如可以由两个电机分

别带动两个轧辊121进行转动，进行轧制粉末。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动力传输装置126也可以

由一个电机带动其中一个轧辊121传动，通过齿轮传动等装置带动另一个轧辊121进行转

动。优选地，辊轧装置12还装配有变频器，与电机连接，用于控制电机转速，以调节轧制速

度。更优选地，变频器为连续无级可调式变频器，实现轧制速度的连续变化，便于调整速度，

并获取能够获得良好带材质量的准确的速度参数。

[0020] 两个轧辊121间隙通过液压调节装置122实现辊缝连续可调，在一个实施例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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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调节下部的轧辊121，下部轧辊121两边轴端由液压调节装置122支撑，通过调节位于底

部的液压调节装置122，可以改变上下两个轧辊121的辊缝宽度。轧制辊缝也是一个重要的

工艺参数，能够影响轧制厚度、密度及孔隙度等性能。因此，通过控制轧制辊缝，可以调整带

材的轧制厚度、密度及孔隙度等性能。

[0021] 辊轧装置12在轧辊121的轴向两侧设有挡料板124以及在轧辊121底部设有废料托

盘125。通过两个挡料板124避免了粉尘从侧边泄露，防止进入到轴承破坏转动部件。废料托

盘125至于轧辊121底部，轧制时泄露的粉尘可以用托盘125接住，并能方便地将托盘125抽

出将废料进行回收。通过这种基本上封闭式轧制，避免了粉末微尘的外泄以及因此带来的

装置损耗。进一步还可在轧辊121的前方设置一个前挡板。

[0022] 辊轧装置12还设有用于在线实时检测轧制力的测力传感装置123，具体包括测力

导杆1231、测力滑块1232以及测力调节零件1233。测力导杆1231为一对，下端通过机架120

上的圆孔跟上端的轧辊121相连，实现轧制时辊间反作用力的传递，测力导杆1231上端支撑

测力滑块1232，测力滑块1232上安装测力传感器1235，承受被测载荷（如固定块）。测力调节

零件1233上安装有调节螺母1237，调节螺母1237和测力传感器1235相连，利用调节螺母

1237可以调节传感器1235的预压力。实际生产中，轧制力是重要的技术参数之一，准确地确

定轧制力可以为工艺的合理制定提供有效的参考。因此，该轧制装置10安装有测力传感装

置123。具体由测力导杆7、测力滑块8以及测力调节零件9实现。该辊轧装置12一端连接供粉

装置，另一端连接生坯输送装置13，以实现带材的连续轧制，批量化连续生产。

[0023] 如图5所示，生坯传送装置13包括用于放置及传送轧制后生坯的传送带131、位于

传送带131侧边的导轨132、横跨设置于传送带131上方的切割器133，所述切割器133至少一

端可滑动地固定于所述导轨132上。前述传送机构主要包括传送带131，实现带材从辊轧装

置12到生坯缓存装置14的传送，传送运动由传送带动力输送装置136进行控制，跟轧制速度

相匹配，速度可调，实现平稳传送，动力输送装置136采用皮带传送机构，可由电机驱动，动

力输送装置136与一个操控箱137连接，以控制输送速度。导轨132和传送带131安设于一个

传送架130上。通过切割器133可以切割出指定长度的成块带材，以便在下一步将一块块带

材输送到生坯缓存装置14预存好，再进入烧结装置进行烧结。切割器133具有一个切刀，位

于传送带131上方，向下运动切割传送带131上的带材。切割器133可以采用两个或以上，并

排设于传送路线上，同时操作，同时切出多块带材生坯。切割器133在传送时对带材实现定

距的切断，带材切断长度可调，优选地，在传送导轨132上标有刻度，因此，切断长度的度量

可以利用导轨132上的刻度进行标定。因此，可以方便对用户所需的带材长度进行切割。生

坯传送装置13在进料一侧还延伸设有一个托料板134，托料板134可以延伸到辊轧装置12内

部，更靠近轧辊121，对轧制带材起到较好支撑作用，可以避免生坯带材断裂。导轨132具有

两个轨道，分别位于传送带131的两侧。生坯传送装置13传送轧制之后的带材，连续定距切

割，依次送入生坯缓存装置14，实现连续轧制、烧结。

[0024] 如图6所示，生坯缓存装置14具有多层托盘141，每个托盘141用于存放一块轧制出

来的生坯。每一层的托盘141相当于一个存放平台或缓存空间，这样可解决在连续轧制时带

材的储存问题，起到缓冲存储作用，使前后装置连接贯通顺畅，操作连续。生坯缓存装置14

还具有一个高度自动调节的调节支架142，该调节支架142具有液压装置143，用于逐步升高

或下降托盘141以使多个托盘141依次接收传送过来的生坯。调节支架142设于一个底座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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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节支架142具有位于底座144两侧的两对支撑杆145，每对支撑杆145通过铰链交叉连

接，其中一个支撑杆的底部与液压装置143连接，顶部支撑起托盘141.具体操作时，带材由

生坯传送装置13传送到托盘141中，托盘141在接受到带材之后，底部的液压装置143拉伸，

使得支撑杆145降低一定的距离，接着利用上一层托盘141继续接收传送过来的带材，继续

下降，如此循环，生坯缓存装置14各层托盘141都储满带材之后，再一起送入烧结装置15进

行烧结。

[0025] 如图7所示，烧结装置15具有外壳151，如同一个机箱结构。烧结装置15内装有多个

托板152，每个托板152用于放置一块生坯，所述托板152的数量与所述托盘141相当，所述多

个托盘141在送入烧结装置15时与多个托板152位置对应，更优选为高度大致一致，以便于

将生坯缓存装置14各托盘141缓存的多块生坯同时放入于烧结装置15同时烧结处理。优选

地，烧结装置15与生坯传送装置13采用无缝对接形式，例如，托盘141与托板152无缝对接或

间隔相对。烧结装置15内设有热源装置153，烧结热源装置153优选为任何一种快速加热装

置，以实现生坯的快速短暂烧结或者保温。烧结装置15在进出料两端还设有多个滚轴154，

在两个滚轴154之间设有丝网传送带155，这样就方便进出料。烧结装置15在面对生坯传送

装置13一端具有对接端口，用于将生坯缓存装置14的多个托盘141对接于生坯传送装置13

的多个托板152。烧结装置15用于生坯烧结，使得轧制带材具备初步的强度，方便后续携运

及二次成形。

[0026] 另外，供粉装置11的机架110、辊轧装置12的机架120和底板129、生坯传送装置13

的传送架130、生坯缓存装置14的调节支架142都相互紧靠，按照物料方向依次排列，优选为

相互可拆卸地安装固定于一体，生坯缓存装置14与烧结装置15对接连接，因此，整个连轧连

烧粉末轧制装置10为一个整体化结构形式，节省生产场地，提高生产效率和操作简便性，方

便一起控制生产进度。

[0027] 上述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10工作时，金属粉末原料由进料斗115源源不断输入，

供粉控制装置119控制传动螺杆113的传动速度，控制供粉量，经过加热器116加热后，由传

动螺杆113送到出料斗114，粉末经其型口114a进入到一对轧辊121之间，轧辊121之间的辊

缝通过液压调节装置122调节好，粉末经一对轧辊121轧制后沿着托料板134进入到传送带

131，通过切刀分割成块，再送到生坯缓存装置14中，生坯缓存装置14通过托盘141逐个接收

切割的生坯，装到预定数量的生坯后，即直接送到烧结装置15的托板152上进行烧结，烧结

后即出料，形成带材粗成品。

[0028] 由此，上述连轧连烧粉末轧制装置10实现基本轧制功能的前提下，引入生坯传送

装置13及生坯缓存装置14，以连续输送并储存带材，储存的带材再送到烧结装置15中进行

烧结，进行在线初步烧结，实现连轧连烧，达到批量连续化生产的目的。而且，生坯缓存装置

14可同时储存多块生坯，随后一次性送入烧结装置进行初步烧结，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操

作便利。进一步地，该装置10还借助测力传感装置123可以在线监测轧制力数据，还可加入

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化操作生产。例如，供粉装置11有供粉控制装置119，调整粉末轧制形成

的带材生坯性能。辊轧装置12具有液压调节装置122，实现两个轧辊121间隙连续可调，以调

整轧制厚度、密度及孔隙度等性能。因此，通过控制轧制辊缝，可以调整带材的轧制厚度、密

度及孔隙度等性能。辊轧装置12装配有变频器，与电机连接，用于控制电机转速，实现轧制

速度的连续变化，获取能够获得良好带材质量的准确的速度参数。生坯传送装置13具有操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4325142 B

6



控箱137，以控制输送速度。因此，该装置10可以方便调节参数，精确控制轧制带材的多项参

数及性能，连续轧制各种规格的带材生坯并实现初步烧结，方便携运及后续加工。可以理

解，以上所述装置10形式既适用于金属粉末的连续生产，也适用于其他相类似之非金属粉

末的连续生产。

[0029]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根据本发明的创造精神，本领域

技术人员还可以做出其他变化，这些依据本发明的创造精神所做的变化，都应包含在本发

明所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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