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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基于任意拉格朗日—欧拉（ALE）有限元法的专用模块 HyperXtrude，成功模拟了双模

芯铝型材在模具中的稳态挤压过程，并对成形中型材的挤出速度、模具的形变与应力情况进行分析，验证

了其设计方案的合理性。最后探讨了模具优化方案，通过调整工作带长度和芯部壁厚，采用导流板保护结

构、上模短分流桥结构和下模三级焊合室结构来实现对金属流动的控制，以期获得合格的型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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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HyperXtrude module based on the 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ian（ALE）finite 

element method ， the paper simulates the extrusion process of the double-mandrel die 

successfully．Extruded velocity of the metal，deformation and stress of the die are obtained and 

analyzed．It confirms the die design project is rational and die optimization project is discussed．Bearing 

length and middle edge thickness should be adjusted，and adopting the structure of feeder plate 

protection，short bridge and three-level bonding container to control the metal flowing．In this way，

qualified aluminum profile can be obtained． 

Key words: Aluminum extrus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ian method（ALE）, 

HyperXtrude 

 

铝型材在生活、建筑、航空航天中应用日益广泛[1]。铝型材挤压是一个处在高温、高压、复杂摩擦状

态等复杂条件下的成形过程，属于三维流动、非线性、大变形问题。将数值模拟技术引入挤压模具设计中，

通过在计算机上模拟试模，能够得到铝合金在模腔内的变形信息，如速度、温度、应力应变、压力等物理

场量的分布，从而评价工艺及模具结构设计是否合理，修改模具结构，提高模具使用寿命[2]。 

Huetink
[3]最早采用解耦 ALE 方法对杯—杆复合挤压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通过网格运动，可有效控

制网格的畸变情况，但由于流出部分网格尺寸不够细密，模拟所得的几何形状与真实情况有所偏差。Ghos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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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LE 方法与自适应网格运动算法及多极重叠网格方法结合，用于捕捉反挤压过程中的局部应变效应。

Gadala 和 Wang 建立了完全耦合 ALE 列式，通过在单元上建立物质点和网格点的运动关系，随后在单元

刚度集成前消除离散方程中网格速度项的方式来求解整个有限元列式，并与 UL 方法所得模拟结果比较可

知，ALE 方法具备准确描述运动边界、减少网格单元畸变的优势，所得模拟结果也较为可靠。 

本文采用 HyperXtrude 有限元挤压成形软件对模具设计进行验证，以国内某铝材挤压模具生产厂家生

产的双模芯型材挤压模具为例，对铝合金型材挤压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对成形中模具的负载结果进行

了对比分析，完成对新设计模具的验证和确认，减少了因反复试模引起的昂贵生产成本。 

1 模具设计与模型建立 

1.1 模具设计 

图 1 是一款实际生产的双模芯空心截面型材，型材的最大尺寸为长 200mm，宽 80mm，型材断面面

积达到 1678.2mm
2，交货长度大于 10m，属于大型铝型材产品。型模的大模芯尺寸达到 156mm×75mm，

具有大型模芯的结构；小模芯尺寸为 35mm×12mm。由于两个模芯尺寸相差很大，在实际挤压过程中，模

具受力将会极度不均衡。 

该断面型材要求壁厚为 1.9-3.9mm 不等，模具的使用要求是在 28MN 挤压机上，选用直径为 228mm

的铝棒进行挤压，挤压铝合金是 6063。挤压速度为 3mm/s，挤压温度为 480℃，初始预热温度为 430℃。

由此可以计算获得该型材产品在生产中的挤压比系数： 

λ = Fin/Fout = 
2.1678

4
2282

 = 24.3               (1) 

模具规格选定为 Φ387mm×240mm，其中上模厚度为 140mm，包括模芯上模总高为 178mm，下模厚

度为 100mm，包括止口装配尺寸为 107mm。模具设计成五个分流孔的结构，分流桥均布在型材几个角部

的位置，以尽量避免挤压焊合线对型材主要表面质量的影响。最终确定的设计方案如图 2 所示，图 3 为用

SolidWorks 2008 建立的模具三维几何模型和实际加工出的模具，图 4 为工作带高度的设计方案。 

 

图1 型材截面图 

Fig.1 Profile sectional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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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模、下模设计方案 

Fig.2 Upper die and lower die design proposal 

           

a) 上、下模几何模型 

   

b) 加工的上、下模 

图 3 上、下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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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model of Upper die and lower die  

 

图 4 工作带高度分布 

Fig.4 Land length distribution 

1.2 建立有限元模型 

采用的铝合金材料 AA6063-T5 的本构模型[5,7]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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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是气体常数，R=8.314 J·(mol·K)
-1，T 是温度，B0为应力常数，A 为应变因子的倒数、Q 为

激活能，m 为应力系数。 )(0 T


 是初始应变速率。 

式中，B0=25 MPa，A=5.91×10
9
 s

-1，Q=141550 J·mol
-1，m=5.385， )(0 T



 是依赖于温度的参数。 

材料弹性模量为 3.681×1010 Pa，密度为 2.64×103 kg/m
3，泊松比为 0.333，坯料加热温度为 480℃。

模具与挤压筒预热温度为 430℃。分析计算在 HyperXtrude 挤压专用有限元分析模块进行，摩擦采用库仑

模型，摩擦系数取 0.4
[6,7]。 

根据设计方案建立有限元模型，如图 5 所示。有限元模型只针对挤压出材稳定成形过程，挤压模具的

约束通过边界条件进行添加。有限元网格根据成形过程中金属所处的不同位置，分成挤压棒料区、模腔区，

工作带区以及型材区四个区域。各个区域的详细信息列于表 1。 

 

图5 有限元网格模型 

Fig.5 FE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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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模型有限元网格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挤压棒料区 模腔区 

单元类型 四面体四节点单元 四面体四节点单元 

四面体单元

芯部单元稀

疏因子 

单元数量 节点数量 

工作带区到棒料

区单元过渡控制

尺寸范围(mm) 

单元数量 节点数量 

1.2 132878 28363 0.5mm-10mm 387654 86581 

工作带区 型材区 
总计 

三棱柱六节点单元 三棱柱六节点单元 

单元数量 节点数量 单元数量 节点数量 单元数量 节点数量 

107450 70422 214900 134442 2022498 455080 

2 模拟结果与分析 

2.1 型材速度分析 

图 6 是金属流经上模分流孔时的速度分布图，可以看到，上模处于中间位置的分流孔内，上下两侧金

属流速较快，同时由于中间位置的分流孔往右边倾斜向下供料，所以有更多金属被拖向右边的分流孔，导

致金属在右边的分流孔中流动比左边的分流孔快。 

图 7 是金属流经下模焊合室时的速度分布图，截取了焊合室中间位置平面。从速度云图中，可以很直

观的看出右侧截面材料流速较快，速度最大值为 15.9mm/s；而左端截面速度最大值仅为 14.4mm/s。由于

挤出速度不均，预测型材产品有向左侧弯的趋势。 

图 8 显示的是模具出口型材挤出速度分布云图，模拟结果表明，截面右侧出料较快。其中，数值模拟

结果显示出口速度最大值达到 maxV
=106.7mm/s。而根据理论公式计算，型材挤出的平均速度为： 

9.72 inout VV  mm/s           (3) 

可知 outVV /max 的比值为 1.46，表明型材挤出速度最大值超出平均速度值 46%，出口速度场的偏差较

大。从而进一步预测出，型材出材将会发生不良反应。 

 
 

图 6 金属流经上模分流孔时速度分布 

Fig.6 Material flow speed distribution 

crossing the upper die 

图 7 金属进入下模焊合室时速度分布 

Fig.7 Material flow speed distribution crossing 

the weld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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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挤出金属流动速度分布 

Fig.8 Material flow speed distribution of the extrudate 

2.2 模具形变分析 

图 9 是稳态挤压中，上模沿 x 方向和 y 方向的变形情况。由图可知，在型材稳态挤压过程中，模具最

大弹性形变发生在模芯位置，同时伴随有分流孔一定程度向外扩张。模具的形变几乎均沿着径向由中心向

外缘递减，距模孔越远，变形量越小。 

  

            （a）                                       （b） 

图9 上模弹性形变图 

（a）沿 x 方向；（b）沿 y 方向 

Fig.9 Mandrel die elastic deformation 

（a）x direction；（b）y direction 

金属在焊合腔内充分焊合后被挤入工作带，形状发生剧烈变化，此时模具受到最大等效应力和最大弹

性形变，表现在模芯沿 x 轴方向产生了 0.072-0.127mm 的位移，而沿 y 轴方向产生了 0.067mm 的位移。 

可见由于双模芯分布不对称，对应小模芯的分流孔中的金属流度远远大于其它分流孔中的金属流速，

使得本侧金属静水压力减弱，即对模芯挤压作用相对减弱；金属在焊合室内流速分布更不均匀，大模芯一

侧金属由于流速缓慢，与模芯接触时间延长，切向摩擦力与法向挤压力都显著增大，最终产生图 9 所示的

模芯位置偏移情况。 

2.3 模具应力分析 

图 10(a)是上模沿不同截面的等效应力分布图，其中最大等效应力约为 687.7MPa。图(b)是下模等效

应力分布图，相比上模而言，下模承载的等效应力较小，最大应力约为 269.5MPa。 

由图 10 可知，等效应力的分布规律和模具形变规律相似，在整个稳态挤压过程中，模具内最大应力

发生在坯料和分流桥正向冲击的部位，并随着挤压的深入而增加，等效应力最大值发生在模具分流桥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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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模孔分布的均匀程度对模具内应力的分布有着直接影响，对应小模芯的分流桥内部等效应力达到最

大值。因此，可以通过设计短分流桥结构以及导流板的导流减压作用，来有效控制模具内部最大应力的发

生，改善应力分布的均匀性，保证模具良好的使用寿命。 

 （a）                                   

（b） 

图10 模具等效应力分布 

（a）上模；（b）下模 

Fig.10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die 

（a）Mandrel；（b）Die Cap 

3 实验验证 

图 11、12 是按照设计方案加工出的模具和试模料头样品。从实验试模的结果看，截面右边的小工头

挤出金属最快，向左侧发生侧弯。比较图 8 与图 12 可以发现，数值模拟的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的很好。 

   

图11 模具                                   图12 试模结果 

Fig. 11 Extrusion die                           Fig.12 Die test result 

4 设计修正 

从上述模拟结果可以获得以下信息：由于分流桥直接受到金属正向冲击，且存在双模芯结构的不对称

性，使得小模芯对应的桥位产生明显的应力集中，而且产生了 0.127mm 的大幅摆动。模拟结果也表明，

挤压过程中金属流动遵循流动阻力最小定律，在图 8 中，小模芯部位速度梯度最大，这主要是该部分供料

充足，金属流动所受的阻力最小，速度比其它处大。 

根据以上信息对模具的工作带长度进行调整：小模芯工作带长度增加 2mm，同时大模芯远离小模芯一

侧的工作带长度减小 1-2mm，以减小材料与模具之间的摩擦。工作带出口流速的均匀程度对型材成形质量

至关重要，流速越均匀，型材发生扭拧、弯曲等缺陷的可能性就越小，型材平直度就越好。 

从图 9 可知，两模芯处壁厚可减小 0.10-0.15mm，同时沿模芯轴线两侧壁厚可以适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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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08mm，以补偿模具产生的弹性形变。同时，为了改善金属焊合程度及型材表面质量，下模可以采

用三级焊合室结构。 

同时，可以设置前置导流板，来有效平衡金属流动状态，分担上模部分压力，有利于保护模具；并采

用短分流桥结构，来提高分流桥抵抗金属直接冲击的强度，延长模具的使用寿命。 

5 结论 

（1）利用基于 ALE 有限元法的专用模块 HyperXtrude 对铝型材挤压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可以定

量的研究模具结构参数对挤压过程的影响，通过对各场量进行数值分析，完成对新设计模具的验证和确认，

减少因反复试模引起的昂贵生产成本。 

（2）由于双模芯结构不一致，金属流速快的区域，对模具挤压作用相对减弱，容易造成模芯向流速

快一侧发生偏移，而小模芯部位金属对模芯挤压作用最为明显。因此需要适当减小金属流速较快一侧的芯

部壁厚，以补偿模具产生的弹性形变。 

（3）利用导流板的导流保护作用，减小宽展成形中模具受到的直接冲击；利用短分流桥结构提高分

流桥的强度，使模具能够承载更大挤压负荷；利用三级焊合室结构，改善金属焊合程度及型材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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