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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折弯设备

INTEGRATE

EASY FORM 折弯机
Easy-Form 精密折弯机提供顶级性能--高精度和高工作效率，使折弯更容易。
通过配置LVD荣获专利的Easy-Form®在线角度监控校正系统进行强化，
保证每个工件从一开始就形成正确的折弯角度。
• 实时角度监控与校正
• 自动补料
• 定制系统
• 最新Touch-B触屏操控

BEND

• 折弯过程无中断

LASER

PUNCH

助您赋予金属以生命的力量：lvdgroup.com。

SHEET METALWORKING, OUR PASSION, YOUR SOLUTION

钣金零件检测自动化——专注钣金检测16年
全球唯一2维3维综合检测解决方案制造商

英 国 英 视 公 司

二维检测—PLANAR
零件实测图与CAD图自动比对，自动生成全尺寸检测报告
测量时间 0.1秒

30 秒完成零件检测
大幅提高检测效率，减少现场检测人员
避免激光、数控冲床下料错误，
导致产品批量报废

三维表面白光扫描—SURFSCAN
通过三维白光扫描技术，获取钣金零件表面三维成型尺寸，
检测百叶窗、凸包、凸台、折弯等局部三维特征。

三维偏差投影

三维尺寸检测

截面尺寸检测

零件折弯压痕怎么办？
德国星牌保护膜帮助您
提高折弯零件表面质量！
采用高品质PU材料，经过最严格的测试
验证，是质量最好、使用寿命最长的折
弯专用保护膜！
欢迎索取样品测试！

德国原装进口

折弯保护

折后效果

广告服务编码 8010

苏州展厅：苏州高新区泰山路2号E座101室
联系人 孙先生 18862186536
东莞展厅：东莞长安沙头西大路133号金龙高新
产业园101号
联系人 罗先生 13553896219

金属板料加工自动化生产线

https://www.shengchi.tech
广告服务编码 8324

板料自动化 首选胜驰

江苏胜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类钣金自动化生产线，
主要产品有钣金智能料库，全自动激光上下料机，机器人折弯机，
冲压剪板中心以及各种钣金自动化连线。

悬臂激光上下料

机器人自动折弯机

13601485331/13771120536
江苏胜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厂址：江苏无锡惠山区陆通路3号

钣 金 打 磨 专 家
EXPERT OF SHEET METAL GRINDING

表面拉丝

●

焊缝打磨

●

抛光

●

边角圆整

●

丝纹修复

Fabricating

Surface grinding ● Weld beam grinding ● Surface polishing ● Edge rounding ● Scratch repair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
编辑出版

编委会名誉主任

提 升 打 磨 效 果

改 善 打 磨 环 境
焊接成形后工件表面的拉丝抛光及焊缝打磨，达到极佳的丝纹均匀一致性效果！

打 磨 前
打 磨 后
广告服务编码 8321

欲了解更详细信息
请关注帕玛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帕玛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微信销售号

用实际效果向您呈现欧洲
最先进的钣金打磨解决方案
欢迎您前来打样测试验证效果

PMA Pacific Machinery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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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精准折弯 认准荷兰 W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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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钣金打磨工艺的一些见解

WILA 液压夹紧

Development of Automatic Sheet Metal Parts Dimension
Measurement

液压夹紧快速、安全、受力均匀，可使模
具自动落座， 自动校准，省时省力，为快
速换模和自动换模提供技术保障

1
2

夹具平行度一次调平，长期使用

3

永久免除对刀工序

4

不再需要垫纸片，敲夹块来调试角度

5
6

总长 6 米的模具夹紧只需 5 秒

减少对操作工的技术要求

综合使用效率比普通夹紧系统提升 3-6 倍

Introduction to a New Manufacturing Method of Communications

Some Ideas of Optimization of Sheet Metal Grinding Process

WILA 折弯模具

精准
耐用

采用数控深度淬火硬化技术，硬度可
达 56-60 HRc ，硬化深度达 4mm

灵活
快速

新标准模具尺寸精
度达 ±0.01 mm

可正反面双用，垂直装卸

较之传统模具相比，安装时间可减少
70%， 4 米折弯机，整长上模刀具
正反装，满刀装刀最多只需 3 分钟

安全

标配 Safety-Click R 安全按钮机构

江苏文拉折弯机模具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陈门泾路 101 号工业园区 3 号厂房
电话：0512-53208870

邮箱：info@wila.com.cn

10

资讯· Market News

10

声音·Voice

广告服务编码 8078

为您提供

专业钣金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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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数控送料机
型号

送料宽度
（mm）

VDSF- 400 48~450

31

参加日本MF-TOKYO（东京金属成形）展览会记实
及思考
Report on MF-Tokyo in Japan

材料厚度
送料速度
模具数量
放松方式
（mm）
（m/min）
0.4~3.0

8

30

气动放松

VDSF-1000 400 ~1000 0.5~2.0

8

18

气动放松

节约时间成本
自动矫正对位，在保证精度的同时，
冲压速度是数控冲床的数十倍

生产·主辅工艺 Manufacture

36

龙门电阻点焊的工艺研究

40

一种实现工件大圆弧折弯的工艺方法

节约管理成本

节约人工成本
一人可同时操作多台设备

Study on Gantry Resistance Spot Welding Process

无需专业人员，普
通员工可操作，让
你解除专业操作人
员流失而带来的损
失和烦恼

节约设备成本
在相同产能的前提下，可大幅
减少冲床设备数量

节约模具成本
一模多用，多模组合灵活操作

大圆弧类工件是机车钢结构钣金制品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类
型，其结构多变，加工难度较一般工件大，本文介绍了一种
实现工件大圆弧折弯的工艺方法，并结合具体工件对使用方
法进行详细叙述。

节约材料成本
多模合一最大化利用从而达到省料目的，同时避免
整张板供料的边料浪费缺陷，大幅提高材料利用率。

深圳钰翔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755-27307101
传真：0755-27293594
邮箱：postmaster@yuxiangmach.com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立岗街道全至智荟
公园 B1 栋 403

Introduction to a Large Arc Bending Process

43

钣金折弯工艺在特种车辆生产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Bending Process on Special Vehicle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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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Market News

同来展开区域之间的较量。总决赛
赛程由三个部分组成：现场上机切
割、专业知识抢答、参赛作品评比。
最终，华东战队周亿鑫、沈玉竹总
分领先，表现优异，荣获全国总冠军。

WILA 开启中国智能模具的历史时刻
2019 年 9 月 18 日，WILA 在工博会现场首发智
能模具相关的产品，主要包括：带 DM 码的智能模具、

2019“奔腾杯”全国总决赛落幕 华东战队夺冠

带蓝牙通讯的智能夹紧系统以及折弯模具智能选型

2019 年 9 月 18 日，“奔腾杯”第三届激光切

顾问 Tool Advisor。其中，带 DM 码智能模具可借助

割手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工博会现场成功举办。

于手机 Smart tooling APP，通过扫描包装箱或者模具

本次总决赛由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浙闽五大

上的 DM 码获得模具的所有参数信息，并可将模具

赛区晋级的十位优胜者和他们的导师一起参加，共

参数分享到云平台或上传至折弯机的控制器，从而

声音

Voice

非消费品的装备采购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过程，商品购买

中国钣金加工行业已经过了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在工业

是一个需要用户参与的，需要共同完成的用户特别需要的

4.0、IoT 及中国制造 2025 的浪潮下，我国钣金加工行

生产工具设计、完善和合作制造过程，这才是市场经济和

业将朝着两极化方向发展。对于品质管控严格，严守交

创新设备需要的模式。因此，设备制造商必须放弃原有的

货期的企业订单会越来越多。相反，一味追求低价格，

设计理念，必须建立一套与用户一起开发和研究适合某用

品质管控不严格的企业订单将会越来越少。在市场疲软

户需要的体系和文化，用户必须积累和分析装备如何能让

的情况下，个性化定制需求成为主流，多品种小批量生

自己更加方便和实用，不应将自己需要的设备按消费品采

产对于钣金加工灵活性提出新要求。

购进行购买。

张金

顾迪欧

中国锻压协会秘书长

AMADA（中国）公司媒体战略推进科长

“工业 4.0”的生产模式可以大概总结为“智能生产 +

中国制造业与智能制造还相距很远，
从工业 2.0 到工业 4.0，

智能工厂”模式。智能化的目的是解决柔性制造和个性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德国的工业 4.0 有硬实力，美国

化定制生产中的复杂性问题，而自动化的目的主要是提

的工业 4.0 有软实力，而中国的工业 4.0，是 2.0、3.0 和 4.0

高生产效率，提供对于工人无法胜任的工作的解决方案，

同步发展。就激光产业而言，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行业要

并降低成本。

求，离装备自动化的要求还有距离，与智能化的要求不管
是技术基础还是市场基础都相差更远。但是，在新领域新
市场，自动化装备的需求已经明显增长加快，特别是重点

王江兵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CE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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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和高端客户。

陈智宏

苏州领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告服务编码 8090

Market News

资讯

简化模具管理；而智能夹紧系统可通过手机 Smart

梁在高速运动过程中的平稳性。

tooling APP 获得 TIPS 系统里的模具尺寸和位置信息，
并可以实时同步模具数据到折弯机的控制器上，大
大优化生产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萨瓦尼尼新一代多边折弯中心 PX 全球首发
2019 年 9 月 17 日，萨瓦尼尼在 2019 工博会现场全
球首发新一代的多边折弯中心——PX，为萨瓦尼尼柔性

大族激光第四代全自动激光切管机全球震撼首发

多边折弯家族再添一位明星成员。据悉，新一代精华型

2019 年 9 月 17 日，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多边折弯中心 PX 可对冲剪好的板材进行柔性折弯，仅需

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作为中国工业领

一次定位便能自动完成多边折弯；并且只有在上、下料

域的年度盛会，此次在工博会上共有 100 余款尖端

时才需要人工操作。此外，与萨瓦尼尼所有多边折弯中

技术和产品首发，领域涉及人工智能、机床、自动化、

心一样，PX 拥有一套通用的万能折弯模具，并由自主研

机器人、工业互联网、数字化工厂等等，其中大族

发的软件进行控制。

激光带来了第四代拳头产品——P6018D 全自动激光
切管机。据了解，该设备采用模块化设计，全新外

青岛大东新建工厂正式启用 助力钣金企业装备升级
2019 年 9 月 9 日，青岛大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新
建工厂正式投产使用。据悉，此次新工厂位于青岛市海
高区，占地面积 60 余亩，年可生产全电伺服数控冲床
800 台。
青岛大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数控转塔冲床、
全电伺服转塔冲床、数控柔性生产单元等智能钣金冲压
装备，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数控冲床生产基地。其研发的
高速数控冲床比传统普通冲床效率可提高 20 倍，节省用
工成本；T30 系列数控冲床节能降耗，用电控制在一小

观，触屏显示操作台，加工性能、产品载重显著提升，

时 2 度，属国内首创（原来设备耗电 25 度左右）；智能

其具有卓越的动态性能、极致的工艺，可大幅提升

钣金柔性生产线可以脱离人工，实现 24 小时不停机作业。

切管效率与品质。此外，大族 G4020HF 高速光纤激
光切割机、激光焊接工作站、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
赛特维机器人焊接工作站等创新产品也均在工博会
上亮相。

厦门东亚机械钣金车间项目隆重开工
2019 年 9 月 5 日，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钣金车间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据介绍，东亚机械钣金车
间项目将投资数亿元，建设 70000m2 的专用厂房、投资

领创激光携新品燃爆 2019 上海工博会

数控钣金设备和焊接机器人，项目建成后，将解决公司

2019 年 9 月 17 日，领创激光在上海工博会现

的产能瓶颈问题，形成 10 万台空压机生产能力，预计新

场举行产品亮相大会，并且推出全球首发的新品机

增 8000 台套的钣金件生产能力，预估新增工业产值 2 亿

型——20000W LEAD-6025E 激光切割机。据介绍，

元以上。

该设备采用全新开发的设计，速度更快，动态性更强。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有近三十年历

并且搭载 IPG 20000W 激光器，可稳定切割 100mm

史的国内领先的空压机专业制造厂，捷豹永磁螺杆机技

不锈钢，运用德国 LTI 操作系统，使操作更加智能

术领军者 ，而“JAGUAR”捷豹牌空压机是最早进入大

便捷，底座采用 4 列导轨固定横梁，极大提升了横

陆的台湾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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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零件尺寸检测的自
动化发展
文 / 宫红江·英国英视公司

当

前不管是“中国制造 2025”，还是欧洲的“工业 4.0”，都标志着

不同钣金零件的数字化、自动

工业化已经进入智能化时代。纵观钣金行业，绝大部分的企业制造

化检测。

环节已经实现了数字化，数控冲床、激光切割、数控折弯，可以保证产品

英国英视公司立足于钣金

快速准确的完成制造，部分企业也已进入制造局部自动化阶段，使用自动

制造行业，针对多品种，小批

料库、机械手等完成产品的自动加工。但由于钣金行业的特点，多品种，

量的加工特点，致力于研发高

小批量，制造工艺变化较多，很少有钣金制造企业进入智能化管理阶段。

精度、超高速、操作简单、低

而钣金零件尺寸检测，一直都是钣金制造行业的瓶颈。为确保质量，

成本的的专业钣金检测系统，

绝大部分企业还是靠人工完成钣金零件的尺寸检测，一把卡尺、一个卷尺

这正是钣金行业所需要的检测

完成所有钣金零件尺寸检测。可以说，钣金行业的检测环节，大部分企业

手段。（图 1 为全球第一套钣

还处于工业化 1.0 的阶段。

金零件检测系统 Planar，型号
P130.100，用户：摩洛哥 Laser

钣金检测数字化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数码相机的不断完善与普及，尺寸检测环
节的数字化，已最先在欧美日等制造业发达国家出现。基于数码成像技术
的尺寸检测数字化，逐渐在制造业普及开来。
而在钣金制造行业，钣金尺寸检测数字化进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企
业是英国英视公司。2003 年，Jan Antonis 博士在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一
直从事机器视觉应用的研发工作，即如何采用数码系统，快速获取零件的
测量尺寸。他关注到简单快速测量零件，在工业制造市场中有极大的需求
潜力。同年，他和其他几位博士，共同研发出了第一代钣金零件尺寸检测
系统—Planar，并创立了英国英视公司，致力于钣金零件尺寸检测的快速、
自动化研发工作。经过 16 年的不断努力研发升级，Planar 已成为钣金检
测行业的翘楚，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数千家客户都在使用 Planar，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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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套钣金检测系统 Pla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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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Tolerie Plus 公司，安装时间 2003

0.0-0.05

年）

0.05-0.1
0.1-0.2

钣 金 加 工 设 备， 自 上 世 纪

0.2-0.3

八十年代，已逐步实现数字化，

不合格

主要采用计算机数字控制手段，
完成各种加工要求。但检测行业
数字化要滞后很多，主要原因是
图 3 彩色偏差图

数码成像系统，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才逐渐完善，二十一世纪初，
才普及开来。
第一代钣金检测系统 Planar

使用。同时，该系统无需编程，普通操作员即可快速掌握 Planar
操作防范。

完全满足钣金行业检测数字化要

当然，这只是钣金零件检测最基本的功能。实际使用过

求，采用数码成像系统，瞬间获

程中，钣金零件检测的要求也是千变万化的，比如：零件变

取零件的所有轮廓尺寸，并同该

形问题，成形部位尺寸测量、尺寸的不同公差带设置、定位

零件的 CAD 图纸自动比对（图 2），

基准的设置、位置度轮廓度等形位公差的快速测量等等，而

用颜色显示每个轮廓尺寸偏差（图

Planar 在开发过程当中也已经包含了一些独特的解决方案。

3），自动生成检测报告。测量时

像玻璃压板功能，测量基准设置等（图 4）。

间只有 0.2 秒，数十秒即完成该零
件的所有尺寸检测，并将测量结
果做数字化保存，以备将来随时

图 4 玻璃压板补偿（左）、测量基准设置（右）

钣金零件检测自动化
自动检测过程及向制造系统提供数据，是自动化检测的重
要内容。钣金行业制造产品种类，更换频繁，有些客户甚至每
天有数百个零件等待检测。这就为自动化检测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从导入图纸，零件属性（材料，板厚度等），到测量，比对，
导入公差带，导出测量数据等一套操作过程，必须一次快速完成。
而 Planar 从最初研发时，就十分注重检测自动化的功能，经过
十多年持续投入，这些功能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检测的要求。
(1) 设置自动化检测步骤选项。
图 2 测量图及 CAD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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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前设置自动化检测步骤，可以完成不同的检测任

Features 专题 报道
2020
北京
·

ChinaForge Fair 2020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锻造展览会

MetalFab China 2020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钣金加工展览会

JointWeld China 2020

首届中国国际连接焊接展览会

智能
聚焦
成形

SheetMetal China 2020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冲压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MetalComp China 2020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金属成形零部件博览会

Die & Tool China 2020

首届中国国际金属成形模具展览会

中国
助推
制造

中国权威、专业的
锻造、冲压、钣金制作展览会

2 0 2 0 .11.17-2 0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招商电话：010-53056669
Email:exhibition@chinaforg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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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零件批量检测，自动生成所有零件检测报告。
当零件需要批量检测时，可以同时测量多个零
件，自动完成零件的批量检测（图 8）。

图 5 自动化检测步骤设置

务（图 5）。
(2) 检测报告自动导出至指定文件夹。
检测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检测报告，并提供给系
统用于分析及判定。Planar 可以自定义检测报告的
输出路径，为后续的自动化管理，提供即时的数据

图 8 批量检测零件与检测结果（红色为不合格零件）

(5) 增加三维扫描头，完成钣金零件二维轮廓尺
寸和三维尺寸检测（图 9）。

来源（图 6）。

a 三维扫描点云结果

b 三维扫描轮廓结果

图 6 检测报告自动导出设置

(3) 全自动校验系统精度，确保设备精度稳定性。
为保证检测设备精度的持续稳定，英国英视公

c 三维扫描截面

图 9 三维扫描

司开发独特的自校验系统，使检测环节成为闭环控
制，每次测量零件尺寸的同时，自动校验系统精度

钣金检测自动化案例
佛山高明金荣华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图 7）。

2004 年。专业从事钣金加工、金属制品生产制造，
拥有各类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
早在 2010 年，公司即引入精密钣金零件检测系统
Planar，P70.50 用于钣金零件尺寸快速检测，及检测
图 7 系统精度自校验标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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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的数字化管理。2018 年，公司引入生产过程自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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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增强现实技术在钣
金检测中的应用

图 12 增强现实技术在三维
检测中的应用

及相应的不合格尺寸。如图 11 所示，合格尺寸全部
绿色显示，不合格零件为红色显示。
图 10 第一套 Planar（左）与第二套 Planar（右）

同样，增强现实技术在零件组装过程中，可以
对装配的零件进行装配指引，并同时检测每一步安

动化执行系统，即 MES 系统，对钣金检测环节提出

装过程中的对错，这对于钣金加工后续的质量控制，

更高要求，全自动检测钣金零件，并将零件的所有

具有显著意义（图 12）。例如，对压铆铆钉的数量

信息，如文件路径，客户，操作者，合格，不合格，

位置的监控，电器元件安装的指引检查等等。

所有检测数据，保存到指定文件夹，供 MES 系统调
取使用。随后公司引入第二套英国英视公司钣金检
测系统 Planar，P220.50（图 10）。
得益于公司的条形码管理系统，英国英视公司
采用条形码扫描枪，扫描零件的二维码，可以自动
导入所有测量零件的信息，包括自动导入零件 CAD
图，零件属性，待测尺寸，公差要求等，完成检测后，
自动保存报告到指定的文件夹，为后续 MES 系统管
理提供详细数据。
目前，越来越多的客户需要将检测环节融入公

图 13 二维三维检测一体机

司已有的生产管理系统中，而 Planar 无需编程，只
需要自动导入零件的 CAD 图纸，所有测量就会自动

结束语

完成，检测报告自动推出到指定的文件夹，供不同
的生产管理系统使用。

增强现实技术（简称 AR）
增强现实技术，是一种将真实世界信息和虚
拟世界信息“无缝”集成的新技术，这种技术的目
标是将电脑中的虚拟世界在现实世界并进行互动。
Planar 已将增强现实技术应用于钣金检测技术。如
上面介绍的多个零件测量结果，可以实时投影到真
实零件上，用于快速判定检测结果，找到不合格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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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零件尺寸检测自动化，是每个钣金制
造企业追求的目标。英国英视公司已为此
做好了准备，为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定
制方案，完成快速、高精度、低成本的钣
金检测自动化。公司最新研发的二维三维
检测一体机（图 13），将为钣金行业检
测自动化提供更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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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与制作》

2020 出版计划

月 刊
每月10日出版

更专业 更准确 更及时

主题计划
期数

主题

出版日期

1

先进钣金制作技术与装备

1月10日

2

精密与绿色钣金加工/检测与表面处理

2月10日

3

伺服冲床与工具/走进通讯设备行业/SIMM2020专辑

3月10日

4

钣金自动化与柔性生产/CCMT2020专辑

4月10日

5

走进电梯行业/CIMES2020

5月10日

6

焊接与连接/BEW2020专辑

6月10日

7

中厚板加工/走进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行业

7月10日

8

伺服折弯技术及工具/走进电工电器行业

8月10日

9

激光加工/管材管件加工/MWCS2020专辑

9月10日

10

外企在中国/海外钣金

10月10日

11

信息化、智能化与大数据/ 2020金属成形展及会议专辑

11月10日

12

不锈钢钣金/有色金属钣金/弹簧、紧固件等标准件成形技术

12月10日

刊登广告敬请联系：010-53056669 转 冯忠 罗文会

投稿邮箱：fab@Chinaforge.org.cn
2019.10 Fabri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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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通信设备的
全新制造方案
文 / 顾迪欧·天田（中国）有限公司

图 1 服务器机架

SUS430·板厚 1.0 ～ 2.0mm

随

相反的要求——机架的轻量化。

以预期未来的通信设备需求将会有很大的上

其次，1 台机架搭载更多的服务器设备，会产

升空间。其中，作为通信设备中重要的一环，钣金

生更多热量，需要及时有效地排出这些热量。所以，

加工的服务器机架的订单量也将会随之增加。这对

前面的门板和背面的背板就必须在兼顾安全性的同

钣金加工企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产品的

时保持高通风性。

着 4G 网络的普及和 5G 网络时代的到来，可

升级换代而带来的大量订单是不可错失的机遇，同

随着数据中心的需求增长，入行的企业也在增

时，对产品本身越来越高的要求就成为了考验企业

加，商业形态越来越丰富，所以对服务器的样式要

有没有能力承接这样的订单的挑战。但如果钣金加

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同时还要求在更短的时期内交

工企业还是按照以往的做法，无论在产品要求的响

货。为此，机架的制造现场也要一边应对变化迅速

应性上，还是加工成本上，都将难以显示出优势来。

的市场需求，一边提高生产工序的效率。

因此，AMADA 带来一些面向将来的行业解决方案

基于此行业特点，我接下来将以个人服务器机

以供参考。

架为例（图 1），向大家介绍两种加工工艺。

服务器机架的制作提案

用冲床加工的面板一体化

近几年，随着云端处理等数据中心的数据量急

为了提高服务器前面的门板和背面的背板的散

剧增加，以及网络公司对成本的进一步压缩，要求

热效果，要使用有很多通风孔的金属网板。之前是

1 台机架能尽可能搭载多个服务器设备的需求越来

把网板作为单个零部件采购进来之后进行加工和点

越多。1 台机架搭载服务器设备的总重量有的已经

焊。这就需要剪板、冲切、折弯、焊接这四道工序，

是 10 年前的 3 倍，达到 1000kg 以上。所以提高机

需要的工序比较多。

架的强度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还必须考
虑安装地点的负重能力，同时还要满足与提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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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剪切工序和焊接工序，
我建议使用将网板直接加工成门板，使零部件一体

Features

Before

2 个零部件 4 道工序

剪板

冲切

机框

折弯

金属网板

After
焊接

一般是用金属网板和对网板进行点焊来完成

1 个零部件 2 道工序

冲切

点焊

专题·报道

折弯

金属网板成形
将网板直接加工成门板，实现零部件
一体化，目的缩减工序和生产周期

图 2 用冲床加工的面板一体化（优势：减少工序）
● 普通加工（上翘对策前）

化的加工方法，如图 2 所示。将

为 22mm，这个时候如果试着

框架与网板点焊的部件，用冲切

把模具间隙扩大 2 倍至 0.6mm

开孔工艺取代，实现零部件一体

的 话， 可 以 把 上 翘 变 形 量 从

化，目的是缩短工序和生产周期，

22mm 控 制 到 10mm； 或 者 还

甚至可以柔性化对应款式和设计

可以通过把标准尺寸的工位

的变更。

（1/2″）变更至压力较强的大

在标准模具间隙加工，产生 22mm 的上翘变形

尺寸工位（5/4″），就几乎能

对策

网孔板上翘变形对策

加工过程中产生上翘变形也是技
术性的难题之一。

标准模具间隙

1
● 扩大模具间隙

未来的展望

After

标准尺寸

当 然， 对 服 务 器 机 架 的
生产，需要改进的其实远远不

网板具有难以用冲床加工的

止这两点，但必须认识到，在

特性，要除去上翘变形也比较费

外购件价格和人工成本不断上

时费力。在此我介绍两种解决这

升的压力下，各生产商必须要

个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对策：

降低成本才能保持利润。此次

(1) 扩大模具间隙；

介绍到的不管是减少工序的面

(2) 还有一个是增加对板材的

板 一 体 化 方 案， 还 是 网 孔 板

加压力度。

标准尺寸

22mm

消除上翘变形。

在上述加工中，虽然能有效
的减少工序，但如何防止网板在

Before

加工的上翘变形对策等，都是

下面以 SECC，板厚 1.6mm，

平时在生产现场进行的作业，

加工直径为 6mm，间距 6.8mm 的

和 生 产 成 本 息 息 相 关。 今 后

圆孔为例，如图 3 所示。

AMADA 也会在各种行业内向

10mm
2 倍模具间隙
在 2 倍模具间隙加工，上翘量从 22mm 减少
到 10mm
对策

2
● 加强对板的施压力度
After

大尺寸

2 倍模具间隙

首先是在标准的条件下进

客户介绍生产制造中解决困难

行加工。模具间隙大约是板厚的

的，最新的解决方案，将会以

20%，即 0.3mm 的时候，发生了

这些技术为中心介绍新的加工

★ 由于材质、板厚、形状加工条件会对上翘变形对策的效果有一定影响。
★“服务器机架”所进行的上翘对策只有“对策 1：扩大模具间隙”。

比较大的上翘变形，上翘变形量

方式。

图 3 网孔板上翘变形的两种对策

把标准尺寸的工位（1/2¨）变更至压力较强的
大尺寸工位（5/4¨），就几乎能消除上翘变形

2019.10 Fabri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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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钣金打磨
工艺的一些见解
文 / 朱月阳·帕玛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当

前钣金打磨工艺面临的问题

终端用户对钣金件的外观要求必然会越来越高，

职业危害

这一矛盾将迫使企业必须尽快摆脱这一尴尬的境

机械打磨，磨料主要成分是碳化硅，而钣金打磨

地，寻求最佳的打磨工艺解决方案。

人员在职业活动、特别是生产过程中，因长期吸入有
害粉尘，会引起以肺广泛纤维化为主要病变的疾病，

如何制订最佳工艺路线

统称尘肺。不仅如此，当前钣金工厂在打磨加工方面

目前许多钣金工厂都在寻求更好的钣金打磨

还面临其他问题，如：打磨会产生高速颗粒，容易造

解决方案，但却有因盲目投资而导致失败的案例。

成意外伤害；打磨时会产生较大噪声，损伤听力；手

所以，在引进新的打磨工艺以及设备之前，必须

动打磨会产生振动，使操作人员手和手臂长期处于一

要首先梳理现有的钣金制作工艺流程，明确打磨

种振动状态，危害健康；打磨会对操作人员的姿势有

的目标，明确前后道工序与打磨之间的关联性，

要求，长此以往会出现各种身体问题，如颈椎病、腰

将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进行分析，从而制定

肌劳损等。

最适合自己的打磨工艺解决方案。鉴于大部分钣

打磨技工紧缺，企业招工难

金工厂的工件不是靠一两种打磨工具或设备就可

打磨工由于危害人体健康，尽管许多公司针对打

以满足的，在这里建议在规划打磨生产线时应针

磨工种开出了较高的工资待遇，仍然难以招聘到能够
稳定工作的工人。且目前打磨工人的年龄基本上在 45
岁以上，年轻一代中很少有愿意从事这一岗位的人。

对以下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1) 如何尽可能减少人工打磨的工作量，更多
的采用设备进行自动打磨？

对于过分依赖打磨技工的钣金工厂，如不能尽快改变

(2) 如何尽可能改善打磨工作环境？

这一被动局面，必然会制约公司的长远发展。

(3) 适合使用的打磨工具或磨料有哪些？

打磨效果难以控制

(4) 如何降低打磨工本身对打磨结果的影响？

技能较高的打磨工人越来越少，打磨工人的技能

(5) 如何权衡打磨效果和打磨效率？

水平参差不齐，且每个工人打磨不同工件时的状态不

(6) 如何管控自动化打磨过程中的成平率？

同，导致了批次产品的一致性无法保证，甚至带来质

(7) 焊接质量要求与打磨节拍如何匹配？

量隐患；对于外观质量要求较高的工件，手动打磨难

(8) 打磨工位如何适应钣金车间的物料流转？

以应付，工件表面打磨的一致性很难保证。而另一方面，

而在欧洲的钣金工厂，其先进程度并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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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打磨设备的自动化程度有多高，而是在于工艺流
程最为合理、打磨工具或设备的利用手段最为合理，
综述以下几点：
(1) 虽然有很多情况可以采用自动化的打磨方式，

专题·报道

(3) 由于摩擦产生的热量少，且散热条件好，可
有效地减少工件的变形与烧伤。
(4) 砂带与工件柔性接触，砂带可反贴于曲面磨
削各种复杂的成形面，并具有较好的跑合、抛光作用。

但是对于形状各异的钣金件，依然免不了人工打磨的

(5) 辅助时间少，工件一次定位后，可多次更换

作业方式，只不过大部分欧洲钣金工厂的打磨环境不

砂带来完成全部加工，无需像砂轮更换要进行的平

像我们所认为的“脏、乱、差”，其标配集中的除尘

衡、修整工作。

系统保证了舒适的操作环境，各种手持打磨工具配套
齐全，打磨工人熟悉每一种打磨工具和磨料的应用，

目前市场上先进的砂带打磨设备的打磨效率在
某些场合可以达到人工打磨的十倍以上。

针对不同的场景可以快速的更换相应的磨具和磨料，
以达到最佳的打磨效率和打磨效果！而国内的许多
钣金工厂还是仅仅依靠传统的角磨机实现所有的打

长砂带磨床的特点
如何将砂带的功效发挥到极致，最大程度的提
高砂带的打磨效率和打磨效果，砂带设备的性能毫

磨。
(2) 长砂带磨床在钣金厂的应用比较广泛，长砂带
打磨设备应用于钣金打磨，针对相对规则的表面可以

无疑问是最关键的因素，在欧美发达国家，用于钣
金打磨的长砂带磨床的特点综述如下：

获得很高的效率和极佳的效果，已经成为钣金工厂提

(1) 配置 2~4 根砂带，由于金属的打磨往往需要

升打磨效率的重要武器。而国内许多钣金工厂虽然引

从粗到细逐级打磨，多根砂带的配置使工件一次就

进了砂带机，但大多处于闲置状态，一方面由于国内

位后即可顺序进行多道打磨工序，避免了频繁更换

传统的三角砂带机大都基于木材行业的应用，对于金

砂带。

属表面的打磨尚不成熟，效率和效果几乎没有优势，

(2) 柔性的砂带打磨系统。砂带传动系统具备足

且操控性能相对较弱；另一方面，许多钣金工厂的工

够的柔性，不仅有利于砂带与工件之间良好的贴附

艺人员对砂带打磨的工艺应用缺乏经验。

性，同时也有利于工件边角焊缝的打磨及边角圆整
（图 1）。

砂带打磨的优势
砂带是使用粘结剂将磨料粘结在纸、布等可挠性
材料上制成的可以进行磨削和抛光的一种带状工具，
它是涂附磨具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基本组成是：基材、
磨料和粘结剂，合称为砂带构成的三要素。砂带磨削
技术随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门类齐全、技术体系较为
完整的独立的加工技术。砂带打磨的优势综述如下：
(1) 砂带上的磨粒比砂轮磨粒具有更强的切削能
力，为普通砂轮磨削的 5 倍以上，所以它的磨削效率
非常高。
(2) 砂带尺寸可以很大，适用于大面积高效加工，
加工材料范围较广。

图 1 砂带倾斜后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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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紧纠偏装置。良好的砂带张紧纠偏装置不仅保证了设

从而实现工件的全自动打磨。

备操作的安全性，也为砂带打磨时不同角度的灵活侧摆提供了

(9) 在特定的要求下，设

保障。

备可并入自动化流水线，实

(4) 速度调节系统。砂带线速度较高有利于提升打磨效率，

现自动化上下料（图 3）。

但过高则可能导致过度打磨及发热变形等现象，针对不同的打
磨要求，需要灵活改变砂带的线速度。
(5) 依据工件的尺寸大小，可选择适合的砂带打磨设备的宽
度，目前已知的砂带磨床的最大打磨宽度达 9 米。
(6) 集中除尘装置。通常在打磨设备的一侧设有集中除尘装
置，足够大的风量可以把打磨过程中容易漂浮的粉尘吸入，保
证了良好的打磨环境。

长砂带磨床的典型应用
德 国 PEITZMEIER 公 司
致力于钣金打磨领域，并开
发了多种长砂带磨床用于不
同领域的打磨。

钣金结构件的焊缝打磨

(7) 可配备工件变位器。针对不同形状的异形工件，为提升

对于气体保护焊以及

打磨的效率，往往配置适合的工件变位器，从而使工件一次定

氩弧焊等焊接方式，将焊接

位后即可将任意的面和边角置于砂带的正下方，依次完成打磨，

余高去除的打磨劳动强度往

根据实际需要，可配置手动变位器，伺服变位器或机器人（图 2）。

往 较 高， 如 图 4 所 示， 焊 缝

(8) 集中控制系统，自动化的打磨设备需要集中控制砂带的
速度、张紧力，砂带压轮的压力，移动速度以及工件的位置等等，

平 均 高 度 2mm， 焊 缝 宽 度
5~6mm，三条焊缝总长 1m，
采用高效砂带打磨设备 1 分
钟之内即可将焊缝磨平，而
传统的人工打磨则需要十分

图 2 可配置机器人（左）或伺服变位器（右）

(a) 打磨前

(b) 打磨后

图 3 水槽自动化打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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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打磨前（左）、后（右）对比

(a) 工作台 6m×15m，用于爆破复合板的表面拉丝

( b) 工作台 9m×3m，用于大型板材镜面抛光

图 6 PEITZMEIER 特大型砂带磨床

钟以上。

结束语

不锈钢、铝制工件的表面拉丝
对于外观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如不锈钢钣金件不

总之，钣金工厂要突破打磨工艺瓶颈，

仅要打磨焊点、焊缝，还要保证工件整体丝纹的一致

必须要立足于自身的客观需求，借鉴

性，甚至做到无瑕疵、无色差，真正赋予金属制品高

先进的打磨工艺，用战略性的思维对

贵的艺术魅力，长砂带磨床的打磨效率和打磨效果优

打磨生产环节进行统筹规划。而帕玛

势明显（图 5）。

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作为德

特大型板材的抛光及拉丝
对于特大型板材，如需表面去除氧化皮，或将
原板拉丝抛光至镜面效果，或是将表面拉毛以提升附
着力，人工打磨工作量巨大，而由于通过式的拉丝抛
光设备是用较宽幅面的砂带进行打磨的，但砂带宽
幅不宜太宽，否则难以控制且打磨效果不佳。而长
砂带磨床在这种情况下的优势是独一无二的，图 6 为

国 PEITZMEIER 在国内的生产基地，
一直致力于为国内的钣金工厂提供先
进的钣金打磨解决方案，之后苏州帕
玛将逐步引进德国先进的钣金打磨技
术，为国内钣金行业打磨工艺的升级
发挥自己的重要的作用。

PEITZMEIER 特大型砂带磨床的现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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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快在中国的华丽转身
文 / 陆骐吉·通快 ( 中国 ) 有限公司

已

拥有 96 年成长历史的德国通快集团以先进
的激光技术和钣金加工机床技术在业界占

有前列地位。作为一家来自德国的国际型家族企
业，通快集团坚持稳扎稳打的发展策略，密切关
注着全球激光行业和钣金加工行业的发展趋势，
如今在全球 77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业务。

图 1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自从 1983 年在中国售出第一台机床设备以
来，通快集团与中国市场已经结下了 36 年的不解

19 年的同时，通快也提出了“服务中国用户，周到

之缘。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丰富的人才资源、

解决方案，共同面对挑战”的在华发展策略。于是，

出色的行业应用等重要因素都对通快集团存在着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做了以下四件大事：

强烈的吸引力。2000 年在江苏太仓成立通快金属
薄板制品有限公司、2002 年成立通快华嘉有限公

德式技术基础，中式产品呈现

司负责机床销售与服务、2008 年通快核心制造业

在钣金加工机床行业刚刚在中国发芽之时，那

务正式落户中国，开启了 TruLaser 3030 系列激光

时候的商业模式完全是“拿来主义”，国外有什么

切割机的本土化生产。可以明显地看到，在短短

样的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来出售给中国用户即可，

8 年的时间里通快集团在中国实现了飞速的、跨

根本没有本土化的成分，厂家处于主导行业推介的

越式的发展，随之成立的通快（中国）有限公司（图

位置。那时候的中国用户也处于懵懂和摸索的状态，

1）成为了德国通快集团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这

在慢慢积蓄经验和事业基础。时间到了 2019 年，中

一步投资力度之大、投资态度之坚决在通快集团

国钣金加工行业已经呈现出了饱和发展的态势，各

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个价位、各种规格的钣金加工机床产品应有尽有，

2019 年对于通快（中国）有限公司而言是一

中国用户历经了近 20 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套中国

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是通快正式进入中国的

式的钣金加工使用习惯乃至行业文化。在这种情况

第 19 个春秋，对于通快而言则意味着在中国的业

下，推动行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发生了角色转换，

务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旅程。在庆祝正式进入中国

从十几年前的钣金机床厂商变成了经验丰富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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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基于如此明显的行业角色互换，
再单纯简单地把德国产品引入中国进
行销售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客户的
需 求。 如 果 说 2008 年 TruLaser 3030
系列激光切割机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生
产是为了使通快产品价格更能被中
国用户接受的话，那么到了 2019 年
通快就需要做到“为中国用户量身定
制产品”的程度。只有这样，通快集
团才能更好地贴近中国用户，成为一
家“懂得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于

图 2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三期工程

是在 2018 年通快开启了本土化研发
团队和售前咨询团队的扩建，
“Trust
in Brave Ideas”的招聘口号不止是吸

正式竣工，它可为通快用户带来了更专业化的售前咨询、考

引应聘者，也是通快（中国）有限公

察参观、技术培训等服务体验。

司对未来扎根本土化的事业的自我激
励。

此外，随着三期硬件工程一同完成的还有通快专需人才
团队的建设工作。如今，通快（中国）有限公司拥有了一批
具有德国留学背景且对中国钣金市场需求有着深刻理解的人

坚定投资信心，规划未来蓝图

才团队，他们供职于通快的研发、生产、服务、市场、售前

2018 年和 2019 年中国制造业受

咨询等各个部门团队，也是通快集团在未来中国市场延续成

到影响，在未来前景不明确的情况

功的关键。

下，通快集团依然对中国市场保持充
分的信心。原因在于中国各行各业的

深耕行业开拓，更懂行业具体需求

转型升级必然会经历阵痛期，但未来

如今中国的钣金加工行业成熟化、细分化的特点越发

在下行周期过后中国市场旺盛的需求

明显，各行各业对钣金加工机床的产品要求和使用特点各

和海量的人才资源是值得期待的。如

有不同。通快（中国）有限公司觉察到了这一趋势，在 2

果要在未来的中国市场取得成功，那

年前设立了行业管理部门，广泛收集各行各业在钣金加工

么就必须从此刻开始谋篇布局。于是

上的需求特点，追踪预测行业未来趋势走向。这些宝贵的

在 2018 年 4 月通快集团在华再投资

行业数据为通快公司新品研发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使

7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扩建通快（中

通快公司的新产品更能懂得中国用户的心声。此外，通快

国）有限公司三期工程（图 2），以

公司的行业管理部门还与各个重点行业的行业协会保持密

实现更高比例的产品本土化以及培育

切的沟通联系，通过双方的相互合作，通快的产品信息更

通快专需技术人才。通快（中国）有

多地被特定行业用户熟知，这也让通快某些特别适合某些

限公司的三期工程已于 2019 年 5 月

行业需求的产品更好地渗透入目标行业。行业管理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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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成为了一个样板案例，如今
这个工厂的设备管理、订单管理、工
艺管理等全部实现了智能互联，工厂
车间 100% 实现了无纸化生产，现场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纸质报工单；同时，
工厂管理者也可直观地在电脑、平板
电脑等设备上实时查看工厂运行情况
（图 4）。
图 3 行业管理团队的工作成果即将在通快展台上呈现

自从 TruConnect 方案理念推出以
来，大量客户都与我司接洽讨论各种

工作成果也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在通快参加展会的展台上呈

打造智能钣金工厂方案的可能性。通

现（图 3）。

快（中国）有限公司顺势成立了专业
咨询团队，该团队可根据每个用户的

TruConnect 智能互联理念
通快作为德国工业 4.0 联盟的创始成员企业之一，拥有一

实际需求快速地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如今在电气工程、医疗设备、金属加工、

整套适合于钣金加工厂的智能互联解决方案——TruConnect。

工程机械等各行业都有了成功采用通

TruConnect 智能互联理念如今深深植入在每一款通快公司的产

快 TruConnect 理念打造的智能钣金工

品中，任何一款通快现有产品都可以通过 TruConnect 技术融入

厂案例。

智能化钣金工厂。为了能使客户更直观地感受通快的智能互联
解决方案，通快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通快金属薄板制品（太仓）

结束语
通过上述的四件大事，通快集
团在中国完成了一次发展方向
的调整优化，朝着做全方位的
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方向在努力
着。通快集团坚信依靠更深刻
的本土化发展策略，把德国技
术以中国用户喜欢的方式服务
于中国市场会让通快集团在未
来的中国市场受到更多用户的
信任和青睐。
图 4 通快 TruTops Fab 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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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日本MF-TOKYO（东京金属
成形）展览会记实及思考
文 / 张金·中国锻压协会

近

些年中国锻压协会组织参加了许多世界上涉
及锻造、冲压、钣金制作、模具和铆焊相关

的 展 览 会。 日 本 MF-Tokyo 展 览 会， 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 ~8 月 3 日期间举行。展览会占地共 4 个
馆，分别是日本“东京国际展览中心 TOKYO BIG
SIGHT”的南面两个馆和西面两个馆，同时包含了
东西两个馆的连接部位（图 1）。其中浅蓝色的为
锻造区，浅绿色的为冲压区，粉颜色的为钣金制作
区，而主办方将螺钉螺帽、弹簧等标准件、紧固件
的成形算作了锻造成形。
我在 7 月底的时候去了趟日本并参加了这次
的展览会，现在对于展会上的所见所闻做一些思
考。（本次展览中，许多设备展商不允许对设备

图 1 MF-TOKYO 2019 展馆平面图

拍照，更不允许就工艺产品进行拍照）
在开展什么样的科研项目。

记实及思考

从展出内容看，主要集中在金属材料的

(1) 本届展览会明显加大了对科研内容的展出。

变形机理，特别是特种材料的变形机理研究

此次科研内容部分是由日本锻压学会组织的，主要

依然是主流；在模具方面他们集中研究的是

来自于日本的各个大学和科研院所。从展示上可以

如何通过检测和试验获得模具的内在应力分

很直观地看出日本的锻造、冲压和钣金制作行业正

布，从而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到模具寿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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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状
工具
制品

图 5 弯管设备

固定工具
反张成形

图 2 反张成形

图 3 传统方法与其他冲压方法对比

的可能，这在展示的几家锻造模具制造与冲压模具制
造公司的展品中得到了验证（图 2）。另一个研究方
向是特种冲压成形，例如“滚压”成形或渐进成形方
式，可以成形各种非常复杂的板材成形件（图 3）。
(a)

另外，在此次科研项目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超精密切割和成形的工艺以及零件，图 4 的这些零
件就是切割和成形相结合的零件。

图 6 精巧度很高的标准
件设备和零件
(a)

(b)

(b)

图 4 超精密切割和成形工艺相结合的零件

论从精度还是设备的精巧度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进
(2) 在本次展览中，另一个就是弯管成形技术

步，这与我国这方面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与高效率的标准件和紧固件成形技术，其中有一

(3) 钣金制作展区主要由几家国际上知名的大设

款展出的弯管设备，可以实现任何自由度方向的

备商领衔，像天田、通快、百超、萨瓦尼尼和马扎

弯曲，在弯曲过程中根本看不到弯曲模具，如图 5

克等等。从展出的折弯机来看，全部的折弯机都实

所示。

现了自动装卸折弯刀，并且刀库的设计也各不相同，

并且，像图 6 中的这种标准件的成形技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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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则在夹具外单独设置。而定位则是使用的数

的设备，这种设备是将一个芯棒插入管子中，通过

字马达，固定使用的是液压和机械联合结构，这

几道型轧辊，将管子变薄，轧制出精度非常高的管子。

大概是未来折弯机的一个发展趋向。

据介绍这是一种冷轧强化精密成形管子技术。

钣金展馆内的另一个特点是展出了许多小型

(7) 伺服相关应用使用越来越广。伺服数字马达

的、非常灵活的钣金折弯单元，这些单元非常适

（图 7）+ 软件误差补偿系统，可以实现许多非常强

合于人工操作，对实现精密折弯和多品种小批量

大的功能；而伺服压力机依然是冲压设备展品中的

生产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也就是说，为适应多品

唯一，所以可以似乎感觉到日本在生产“大线”方

种小批量生产，不再考虑自动化或机器人代替劳

面并没有做太多的努力，这也许是他们看到了“大线”

动力，而是在设备的设计上更加符合“人机工程

的需求数量有限，而中小型部件的需求比较长远且

需要”，专门为手工操作设计的，让操作工人在

量大的原因吧，特别是与消费品相关的设备研发非

轻松和方便中完成折弯。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设备

常活跃。

称为“小型 / 紧凑型”高精密折弯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伺服冲压机的制造商不再

当然，在现场也有许多机器人折弯单元的展
出，都是可以在国内的展览会上多次见到的。值
得注意的是激光切割并没有成为本次展出的主流，
这一点值得思考。
(4) 在钣金制作展区，展出了许多钣金件、冲
压件表面处理设备和辅助材料。另外也展出了一
些精密钣金件、超精密钣金件（微米级和纳米级

图 7 壳体及伺服数字马达

的钣金件）的制造设备和技术，这些设备生产的
产品主要用于微型消费品与医疗器件，同时也反

仅仅做设备，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伺服压力机的工艺

映出轻量化的一种理念。而且钣金加工中心，也

适应性，从而为用户提供工艺开发参考，特别是一

就是复合钣金加工中心也有展出，从现场来看，

些设备商与用户共同开发具有独特性能的价格合适

几乎全部是自动料架 + 冲 + 激光切的单元，但并

的设备成为一种常见的合作模式。

没有加入折弯，这也许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8) 检测自动化是展览会中的另一个亮点。照相

发展方向和规律。并且依据现场的一家企业介绍，

检测尺寸和形位公差以及自动多点测试实现尺寸和

目前制造高精密的小型零件，数控冲无论从效率

形位的检测技术已经成为重要的检测方式，这是未

和精度来说都高于激光切孔。

来外形尺寸和形位公差检测发展的方向。

(5) 在软件系统方面，所有大一点儿的公司都

(9) 本次展会上，日本锻造协会组织了 15 家锻

推出了自己的软件管理系统，目的全部是为了实

造企业参展，展出的产品涉及汽车、农机、工程机

现工艺设计、刀具选择的自动化，实现“设备与

械等行业，其中展出的一些锻件，无论从产品结构

设备联网”和无人工厂。

还是产品精度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

(6) 展会上可以看到一种被称为“精密管轧机”

锻造深孔锻件方面具有明显的进步。据介绍，一个

2019.10 Fabricating

33

观点

Opinion

图 8 部分锻件

图 9 伺服电机驱动双螺旋压力机

直径在 15mm 的热挤压冲头，
其寿命可以稳定达到 2000 件
以上（图 8）。
(10) 日 本 ENOMOTO 公 司
研制出伺服电机驱动双螺旋压
力机（图 9），典型的特点是
两个伺服电机驱动两个螺杆，

(a)

(b)

图 10 “检测螺栓”

两螺杆驱动滑块下行，可以实
现宽台面多工位锻造，也可以
大大减轻单螺杆的受力，提升
螺杆的寿命。
(11) 无论锻模，还是冲模，
模具实时的应力应变检测显得
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模具研发
中，如何实时地了解模具的受
力情况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

图 11 双通道感应加热炉

图 12 下拉式高速液压冲压线

次展览会上，有几家模具生产
企业都展示了他们模具的应力

模具公司专门展出了他们在硬质合金应用方面取得的实际成绩。另外，现

应变检测方式。特别是德国发

场也展出了双通道感应加热炉（图 11），以适应不同直径坯料在同一台加

明的“检测螺栓”具有很强的

热炉上加热的需要。

适用性（图 10）；并且在模具

(13) 据展会上的日本企业介绍，锻压设备配备减振基础成为了一种标

应变的检测中也可使用激光测

准配置，而且要在锻压设备研发过程中就要研究配置什么样的减振基础，

试的形式进行，这也是模具应

并与减振基础企业合作，共同为用户提供服务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设备供应

力应变检测的一种技术。

趋势。从目前情况看，设备商为用户提供包括工艺、公共设施设计和配套

(12) 硬质合金在模具中的
应用仍然在不断地推进。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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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配置等一揽子的设计工作正在越来越得到重视。
(14) 在展览中，我看到了利用液压下拉式高速液压机进行快速级进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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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的冲压线（图 12），这种冲压线的最大特点是设备结构简单、
体积小，我个人的感觉是“只见模具不见设备”。根据其
展商的介绍，他们这种压机最大的特点就是严格控制冲压
的位移精度，而目前的伺服液压技术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
(15) 精确控制位移和“下死点位置”已经逐渐成为设
备和模具制造商的攻关难点和焦点。像一个有飞边的锻件，

观点

最后，从整个 MF-TOKYO 展会来看，
日本的锻造、冲压和钣金制作明显地
向着精、巧和紧凑方向发展，在紧贴
生产实际应用的同时，也特别重视设

锻件厚度目测也就是 3mm，飞边不到 0.2mm，据一家冲床

备和产品的“创意”性发展，注重生

企业介绍，他们目前的“最终位置”精度控制非常严格，

产那些“让人看了就舒服或者喜欢”

都是以微米级或纳米级来设计计算。在现实中，一些锻造

的设备与产品，这大概就是工业的美

设备企业为了实现准确的下死点控制，开发了一种肘杆式

学吧。

压力机，这种压力机就是为了提升闭合高度的精度和克服
闷车而设计制造的。

广告服务编码 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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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电阻点焊的工艺研究
文／范学亮·迅达 ( 中国 ) 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制造分公司

电

梯是标志现代物质文明的垂直运输工具、是机
电一体化的复杂运输设备。电梯部件主要分为

表 1 龙门式平台无痕点焊机参数信息
项目

单位

参数

额定容量

kVA

320

电源

V/ψ/Hz

380/3PH/50Hz

造。焊接车间多以厚板搭接进行电阻点焊，焊点质

初级电流

A

150

量的稳定性也决定产品的最终质量，同时针对电阻

额定负载持续率

%

20

焊接气缸行程

mm

80

焊接平台尺寸

mm×mm

1200×2400

之间涂胶、焊点之间的分流、不同批次材料的变化等，

焊接能力（低碳钢二块叠焊）

mm

3+3

都会影响焊点质量。所以通过测试和分析，寻找到

最大工作压力

N/0.5MPa

5000

气源网路中压缩空气压力

MPa

≥ 0.6

轿厢部件，井道部件，曳引机部件等，我国电梯轿
厢大部分为焊接轿厢，而电梯轿厢产品，为保证产
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会选用电阻点焊工艺进行生产制

点焊工艺，其相同的工艺参数很难适用于不同厚度
的钢板连接，并且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干扰
因素，例如被焊板材装配不良、电极帽磨损、板材

在板材之间适合的电阻点焊工艺参数，至关重要。

压缩空气消耗量（0.4MPa 气压，
L/ 次
行程 30mm）

3.56

焊接设备及电极说明

冷却水消耗量

L/min

12

本次测试选用的焊接设备为龙门式平台无痕点

最大短路电流

A

25000

焊接准备

焊机（图 1，图 2），参数如表 1 所示，存在气动垂
直加压机构，可在上下平台间通过 X/Y 移动机构，
在下平台任一点移动焊接，工作行程为 80mm；设

20mm），点焊出来的焊点外观平整，喷涂处理后

备焊接压力大，相较于摆臂式平台点焊机能焊接更

基本无痕，可减少打磨工序；电源采用中频逆变直

厚的材料，配合所选用的铬锆铜电极（电极直径为

流电源，额定容量为 32kVA，焊接质量稳定且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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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焊接测试，焊接完成后通过凿楔试验和扭曲试验
将试板进行破断，并根据破断后的熔核直径，确定
测试结果并记录数据。

图 1 龙门点焊机图样

图 2 龙门式平台无痕点焊机

焊接试验及结果分析
初始电阻点焊参数对焊接的影响
焊接前应确认如下信息：

焊接原材料

⑴应确保点焊设备正常运行；

焊接母材材料按照 Q/BQB 408-2018 标准选择

⑵更换电极头或将电极头修磨完成，保证电极

SPCC-SD 型冷轧碳钢薄板，材料成分如表 2 所示。
根据产品实际要求，需要点焊出直径为 7mm 以上
的焊点，并且通过评定测试要求。

⑶焊接母材的材料表面应无油、锈等污染物，
避免影响焊接结果数据。

表 2 SPCC-SD 冷轧钢板化学成分及机械性能
化学成分

表面状态；

按照初始电阻点焊工艺参数对 3mm+3mm 试板
进行两组测试，焊接完成后，进行破坏性试验，检

拉伸试验

测和观察板材表面状态（图 3），焊接后使用游标卡

项目

比例

项目

强度

C（×10-3%）

33

屈服强度（MPa）

181

Mn（×10-2%）

20

抗拉强度（MPa）

307

P（×10-3%）

10

延伸率（%）

50

S（×10-3%）

4

尺对破断后的熔核区域进行测量，如图 4 所示。

根据零件的板厚，参照迅达电梯《焊接工艺参
数作业指导书》中的参考参数，选择初始试验所用
电阻点焊工艺参数。电阻点焊初始工艺参数如表 3
所示。

图 3 板材表面状态

表 3 初始电阻点焊参数表
预压时间 焊接电流
t/ms
I/kA
脉冲

焊接时间 电极压力 保持时间
t/ms
P/MPa
t/ms

500

300

8.5

1

0.5

400

后续焊接 3mm+3mm 试板的参数，按照表 3 的
参数内容进行规律调节，每次调节完成后，均需进

图 4 熔核直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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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初始电阻点焊参数表
序号

预压时间 t/ms

焊接电流 I/kA

脉冲

焊接时间 t/ms

1

8.5

1

400

5.3

2

9

1

400

5.7

3

10

1

450

5.4

11

1

450

4
400

电极压力 P/MPa

保持时间 t/ms

熔核直径 d/mm

6.1
0.5

450

5

8.5/9

2

400/400

7.3

6

8.5/10

2

400/400

7.6

7

8.5/11

2

450/400

8.3

8

9/11

2

450/400

8.9

测试结果 1：熔核直径为 3.99mm ；
点焊后的熔核直径小于标准要求直径 7mm，说明现有工
艺参数不适用于此厚度的板材焊接，需要调整焊接工艺参数。
经查阅相关资料及分析得出，影响点焊试板熔核尺寸的
主要参数包含：焊接电流，焊接电压，电极压力，焊接时间，
脉冲次数，预压时间和保持时间，其他参数在之后的试验中，
保持固定，通过主要参数的调节，对工艺内容进行优化。进
行焊接参数的数列排布后，所列的焊接工艺参数如表 4 所示。

焊接测试过程及检测数据
进行第 1、2 组的焊接测试，调节焊接电流为 8.5 ～ 9.0kA，

图 5 第 5 组熔核测量结果

通过破坏性凿楔测试，将焊接试片撕裂后，测量熔核直径。
测试结果：熔核直径为 5.3 ～ 5.7mm，小于标准要求直
径 7mm。
进 行 第 3、4 组 的 焊 接 测 试， 调 节 焊 接 电 流 为
10.0 ～ 11.0kA，焊接时间由 400ms 调整至 450ms，在其他参
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测试结果：熔核直径尺寸为 5.4 ～ 6.1mm，小于标准要
求直径 7mm；
由于该板材厚度较大，焊接参数单项逐步增加已无法得
到符合标准的焊点熔核，所以考虑选用 2 次焊接脉冲来增加

图 6 第 6 组熔核测量结果

焊接电流。增加焊接脉冲频次至 2 次，其他焊接参数保持如

大于标准要求直径 7mm，未出现

第一，第二组，进行第 5 组，6 组的测试。

明显变形及焊接飞溅。

测试结果：熔核直径为 7.3 ～ 7.6mm（图 5、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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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基础之上，进行焊接第 7
组试件，调节焊接时间至 450ms；
测试结果：熔核直径尺寸为
8.3mm( 图 7)，大于标准要求直径
7mm，并伴随着出现少量变形及
焊接飞溅。

图 9 采用第 7 组焊接参数焊接的产品

在第 7 组参数的基础之上，
焊接第 8 组试件，调节焊接电流
至 9/11kA，时间至 450/400ms。
测试结果：熔核直径尺寸为
8.9mm（图 8），远大于于标准要

实际测试状态基本接近产品实际生产状态（特殊情况除外，如
非标和新产品等），根据焊缝破坏性试验的结果及熔核直径的测量
结果，选择采用第 7 组焊接参数数据内容对标准试板焊接，焊接效
果如图 9 所示。

最终测试结果及结论
当产品使用 3mm 和 3mm 厚的板材进行电阻点焊，选择工艺参
数为：预压时间 400ms，焊接电流 8.5/11kA，2 次脉冲周期，焊接时
间 450/400ms，电极压力 0.5MPa，保持时间 450ms，可以焊接出熔
核直径大于等于 7mm 的样板，满足工艺要求，最终工艺试板通过了
ISO 15614-12 标准所要求的相关测试，后续的针对 3mm 与 3mm 板材
的焊接工艺将按照此参数进行焊接生产，对实际生产进行指导。

图 7 第 7 组熔核测量结果

结束语
焊接工艺参数是复杂的，但可通过试验测试得到，除了
焊接参数外，设备的状态，电极的状态，板材表面的状
态都需要在后续生产过程中进行有效管控，通过不断地
摸索寻找到合适的焊接工作“状态”。
焊接工艺参数作为焊接的基础数据，至关重要，为提高
后续产品的质量、生产效率及生产稳定性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良好的焊接工艺参数是实现新工艺，新技术的基

图 8 第 8 组熔核测量结果

求直径 7mm，此时焊接变形明显，
焊接飞溅增加，综合考虑不继续

石，随着人工焊接、半自动化焊接、自动化焊接、系统
控制等技术的提高，收集、分析并应用好焊接数据，是
作为新制造迈向未来的必经之路。

进行试验，到第 8 组试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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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现工件大圆弧折弯
的工艺方法
文 / 张帆，徐兵·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大圆弧类工件是机车钢结构钣金制品
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类型，其结构多变，
加工难度较一般工件大，本文介绍了一种实
现工件大圆弧折弯的工艺方法，并结合具
体工件对使用方法进行详细叙述。

张帆
助 理 工 程 师， 主 要
从事电力机车车体
构件冲压工艺开发、
工 艺 优 化 工 作， 拥
有公司级技术成果
6 项， 发 表 技 术 论
文 3 篇。

大

圆弧工件在备料车间的生产实践中，一般有三种成
形方式：其一为单工序压型模整体成形，适用于形

状较为复杂的工件，有成形效果好、工件表面光滑平整、
无压痕、加工效率高等优点，但其模具成本高且通用性差，
通常在一般工艺方法无法成形或工件表面要求高的情况下
采用；其二为折弯机大圆弧定制模具，此类模具一般适用
于工件圆弧半径较大，但未超出折弯机工作台极限的情况，
成本较单工序压型模低，模具有一定通用性；其三为本文
介绍的多道弯成形方法，其基本原理为将圆弧转换为折线

图 1 圆弧的折线段近似简化示意

段，利用现有模具和设备即可实现成形，一般非外露件均
可采用，适用范围广，成本较低，不用定制模具，成形质

段，如图 1 所示，从而达到利用小圆弧胎

量较好。

具加工大圆弧工件的目的。折线段相较于
圆弧段，其成形效果与折线段数量正相关，

大圆弧工件的多道成形工艺分析
多道成形工艺的基本原理是将圆弧段近似分割为折线

40

钣金与制作 2019.10

采用此种工艺方法，工件表面难以避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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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20°
）

406.2

R3
50

5

R20

713

200
400

120°

163

采用 7 次折弯成形，在电液伺服折弯机加工钣金件

200

时，需要三个基本参数，分别为板材厚度，折弯角
度以及折弯线位置尺寸，首尾两次分割角度经计算
为 6°，其他为 12°，分割后折弯角度利用 CAD 软
R85

件直接测量得出，具体折弯角度如图 3 所示。

折弯线位置尺寸与展开尺寸确认
为确保折弯线展开尺寸的准确性，一般有两种
图 2 工件举例

考虑生产周期与成本，此种工艺方法可以采用。

方法，即中性层展开计算法与软件辅助展开法，为
了简洁、快速且准确的得到折弯数据，运用软件辅
助展开法进行计算，直接将分割后的零件截面图导
入到 Catia 中，利用软件 Genetative Sheetmetal Design

大圆弧折弯工艺运用实例
圆弧段的折线分割与折弯角度确定
如图 2 所示工件，此工件的折弯圆弧内半径为
R350，折弯角度为 120°，板厚 5mm，由于该工件
的使用环境满足上述大圆弧多道成形工艺方法的使
用条件，以多道弯成形的方法进行加工，按照以往

6°

177°

12°

的经验，结合车间现有模具情况，上模采用 R120 圆
弧模。
对图 2 中工件的大圆弧段进行分析，将此 R350
圆弧段分割为 6 个折线段，此时应该注意，一般为
保证工件圆弧段与直线段相切处（即圆弧段两端部）

171°

12°
168°

12°
12°
168°
168° 171°

6°
177°

过渡光滑，在圆弧段与直线段相切处，分割角度应
设为其他段的一半，按照图 3 可以看出，图 2 工件

图 3 折弯段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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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直接使用多道弯的工艺，进行薄板类大圆弧工
件加工的方法，即观察其在激光切割下料时的变形
情况，若变形严重，则必须采取措施释放其内应力，
否则很难得到合格的工件。
若生产周期允许，自然时效不失为一种经济且
效果良好的方法，但已经分离好的工件经过长时间
267.05

时效处理，难免在表面产生浮锈，必须使用除锈剂

303.93

擦拭或喷丸处理，增加人力和设备成本，故直接使

377.49
451.09

用已经经过充分自然失效的钢板为最佳选择。

524.69

若生产周期不允许，在板材分离后，采用退火

598.26
635.13

处理，也可以消除内应力，但退火后材料硬度下降，

图 4 展开图与折弯线位置

必须按照工件设计要求综合考量是否退火处理。

采用多道弯成形工艺时工件展开图的计算
必须注意，在采用多道弯成形工艺，加工大圆
弧工件时，必须按照实际工件状态，即使用折线段
近似后的圆弧段计算展开图，不能直接使用按照圆
弧计算的工件展开图，否则工件在加工后必然超差。

采用多道弯成形工艺工件的外形检测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多道弯成形工艺加工的工
件，在使用一般的比对模板进行圆弧大小检测时，
必须将比对模板设计为外卡型，既将工件圆弧外侧
作为检测面。若以内侧作为检测面设计比对模板，
图 5 工件轴测图

比对模板与折线段干涉，必然会出现模板卡不到位
的情况，导致检测无法实现。

模块生成工件模型，而后导出折弯线与展开图，如
图 4 所示；工件轴测图如图 5 所示。

多道成形工艺运用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薄板工件加工
在生产中发现，部分板材厚度较小的工件（2mm
左右），在加工中会出现严重的变形情况，致使加
工精度严重下降，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分析其原因
为板材内应力释放不充分所致，观察在激光切割下
料时，该批次板料由于内应力原因，已经出现工件
翘曲。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提供了一种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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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作为一种巧妙的工艺方法，大圆弧多
道弯成形有其灵活高效的特点，但也
有其局限性，必须按照工件的设计要
求和使用场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生产成本、工件外观质量等多方面
综合考量，选择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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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折弯工艺在特种
车辆生产中的应用
文 / 张春雨·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生产·主辅工艺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张春雨
厚 板 成 形 工 程 师，

随着国内外各种局势的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
烈而带来产品的不断升级，为了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
要，并且能够快速承接设计单位的试制任务。一些相关
特种车辆的生产工艺也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下面主要
谈一下钣金折弯工艺在特种车辆生产中的一些应用。

主要从事厚板成形
工 艺 及 卡 车 纵 梁、
相 关 模 具 项 目、 模
具调试、产品审核、
工艺标准流程及现
场 工 艺 问 题 处 理，
曾获得一汽解放公
司质量提升优秀项
目奖。

企

业生产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通常都要考虑成
本，比如折弯前的下料方式，量产阶段通过

产量均摊模具费用等等。一般在试制阶段，如果形
状不复杂情况下，我们采用的是剪切下料，而激光
切割因为成本较高，可以用于复杂及精度要求极高
的零件，剪切工艺目前应用比较普遍，批量及试制
皆可采用。
但在实际生产中，折弯人员因属于技术工种，
人员稳定及责任心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平
常的生产中大多追求设备的先进性，以为数控或者
进口设备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其实人员素质技能的

图 1 欧洲特种车辆钣金折弯产品（车体）

提升也是关键因素。比如有一个案例，法国一家著
名军工企业，它负责生产欧洲绝大部分的防暴警用

年前的老旧的机械式折弯机，但是它的核心却是拥

车辆（图 1），其防暴车的驾驶室外表面钣金折弯

有多年经验的高级折弯技工和严格先进的折弯工艺

件形状复杂甚至因为用户需求而采用防弹钢板，加

和标准，并且只有拥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高级折

工难度很大，而折弯也是此类件的主要工艺，但在

弯工才有资格进行防暴车型等特种车辆的折弯工作。

调研之后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家公司拥有的仅是多

所以我们前期在制定折弯工艺技术文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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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计 FMEA、用户特殊需求以及相关
质量报告、索赔信息、现场意见反馈、及
工艺自身识别等组织多功能小组合理优化
PFMEA、控制计划以及相关技术文件，
同时注意现场生产数据积累，比如特殊材
质钣金折弯的参数以及质量问题信息，不
断对工艺进行优化，优秀工艺进行固化。
同时着手建立高级技工人才库，从各方面
稳定生产队伍，提高技术水平。

折弯工艺评审要素
图 2 专用折弯模具

我公司为规范折弯工艺在生产中的
应用，制定了严格详细的特种车辆折弯设
计工艺评审标准，并和产品设计紧密合作，

需求。
(2) 下模采用 V 形槽，我们基本采用 V=6 倍料

争取在设计初期将零件做到最优化，比如

厚来确定 V 口宽度。工艺要根据实际产品产量及生

对 r—折弯角半径，r1—一次折弯角半径，

产频次合理排布 V 形槽上的各尺寸 V 口，这样在

α—折弯角角度，t—板料的厚度，V

生产时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同一设备上的换模次数，

—折弯开口宽度，L—折弯线性长度，W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换模成本；如我们将最常用的

—二次折弯最小预留长度，a—折弯长度，

V=9mm 的 V 口放在下模主工作面上，同时也可以在

b—二次折弯中间段长度，T—折弯机吨

次工作面上放置几个备用常用 V 口，合理利用下模，

位，R—盒形折弯转角半径等相关标准都

最大程度上提高模具使用寿命。

做了相关的规定，有效的解决了相关设计
的不合理性及更改周期，从最大程度上保
证了产品的工艺性。

专用模具的保养
特种车辆折弯模具的保养是基于产品的特殊需
要，保养要求要高于普通产品的模具保养需求，保

折弯刀具的选用
折弯机上模主要分为直刀、弯刀、
尖刀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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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周期、保养项目、更换周期都要做严格规定，折
弯刀具长期生产必然会产生不可逆的耗损，造成工
件折弯开口、角度、直线度以及外表面压痕等质量

(1) 综合考虑产品的结构，我们配置

问题，工作面修磨实际经验一般不超过 3 次，综合

了弯刀和直刀两种类型的上模，如图 2 所

考虑生产成本，生产方面要采用预防性维护的思维，

示，直刀主要用于车体上较小的折弯件，

尽量将制件或者其他因素对模具的耗损降到最低，

弯刀用于复杂结构且两次以上容易与刀具

我们采取的比较普遍的要求主要有：刀具状态点检，

干涉的折弯件，可以满足特种装备的折弯

零件工艺点检，注意零件断面切割质量，减少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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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过程中，都要对每轮数据进行记录并现场核实，
这样有利于后期的生产过程稳定及质量问题查找。

折弯件的尺寸保证措施

相关折弯件折裂问题，可以通过板料剪切面里

特种车辆目前比较普遍的结构为框架结构外

外朝向进行调整，折弯前对工件进行去毛刺处理，

加蒙皮结构，车体主要由激光切割件、折弯件、

折弯后可对折裂处使用手工砂轮机修磨。针对不同

冲压件组成。之后采用的焊接方式，根据材质和

工件应该细化工艺，了解装配尺寸关系，正确设定

防护需要也都不同，所以制造初期要严格保证框

折弯顺序。

架尺寸，对角线误差不得大于 4mm，这也对外表

同时，目前我们为了保证折弯件尺寸主要采

面车体折弯件提出了更高的尺寸精度要求，相应

用的定位方式为利用数控挡料的边定位以及定位

的对折弯件的角度、翻边尺寸、直线度、外表面

孔定位。两种定位方式各有优缺点：边定位生产

质量也都要严格控制。

效率快，可以连推，但是边定位比较依赖于剪切

在特殊材料钣金折弯过程中，由于板料的特

或者冲裁下料的精度，一旦板料出现斜边或者其

殊性能我们经常要遇到回弹的问题，塑性变形和

他下料不良，直接会影响到折弯精度；而孔定位

弹性变形同时存在。在弯曲结束时，因弹性变形

则减轻了对板料的依赖，人为在制件上加上定位

的恢复而产生回弹，如图 3 所示。

孔，但是不同品种就需要多次调试折弯模具，在
多品种小批次的生产中就显得效率低下。所以针
对不同的折弯件，我们要确认好其相应各部分的
尺寸在实际生产中的功能，以此确定是连推或者
调转折弯，这两种折弯方式所产生的相应保证精
度也是不同的。并且还要根据工艺要求对所有特
种装备折弯件进行检验。

图 3 折弯工件回弹

结束语

回弹现象直接影响工件的尺寸精度，必须加
以控制。对此采取的工艺措施为：角度补偿法，
若工件折弯角度为 90°，折弯机下槽（V 形）开
口角度可选择 78°，或者根据实际数据在编程时
对角度进行补偿；也可以采用加压时长增加校正
法，在弯曲终了时进行加压校正，延长折弯机上模、
工件、下槽的接触时间，以增加下槽圆角处的塑
性变形程度，使拉压区纤维的回弹趋势互相抵制，

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公司在特种车辆
钣金折弯方面的实际生产中所采用
的一些工艺措施及相应的考虑因素，
希望能给同行提供一些可借鉴的帮
助。

从而减少回弹。同时建议在任何一种工艺参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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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打标技术的应用
文 / 陈泽宇·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本文主要分析新型激光打标技术的应用
概况，介绍了铭牌激光打标和线材激光打
标的工艺特点，同时也叙述了激光打标技术
的安全保护事项。

图 1 激光打标系统

打

标技术概况

激光打标技术

传统打标技术

激光打标技术原理（图 1）是

在传统制造业中，打标工艺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通过短波长激光改变材料外表面分

该工艺能在工业产品上直观反映产品信息，例如设备铭牌

子结构，从而在对应的打标位置上

反映该产品基本参数、线材标码反映公司名称和型号、饮

显示出设置好的信息内容，不会对

料标码反映生产日期等，这些标码都方便使用者对产品的

加工材料造成机械变形和受热变形。

基本了解。

激光打标技术是通过改变材料表面

传统的打标技术有几种，分别是喷墨打标、钢针雕刻

的性状进行打标，打标信息不容易

打标、贴纸标识等，但这些方式都有对应的工艺缺陷，例

刮掉，只需要插电无需要特殊耗材，

如喷墨打标需要耗材，喷后墨水没干进行其他工序会有掉

且加工效率非常高，最大直线打标

色可能等；钢针雕刻速度较慢加工效率低等，由此应运而

速度可以达到 10000mm/s 以上，该

生的新型技术便是激光打标技术。

技术完美弥补了传统打标技术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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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艺缺陷，近年来受到各种轻、
重工业企业的热捧。

铭牌激光打标技术
技术简介
铭牌激光打标技术广泛应用
于各行业的铭牌加工，其激光产生
方式多为二氧化碳和光纤材料，利
用激光束在各种不同的物质表面打
上永久的标记。打标的效应是通过

图 2 不锈钢铭牌参数打标

表层物质的蒸发露出深层物质，或
是通过光能使表层物质产生化学物
理变化而刻出痕迹，也或者是通过
光能烧掉部分物质，显出所需刻蚀
的图案、文字、条形码等各类图形。

技术特点
铭牌激光打标技术利用激光
代替传统钢针雕刻，通过光纤激光
改变不锈钢铭牌表层物质，从而刻
出对应设置信息。铭牌激光打标加

(3) 无操作系统限制，操作编程方便，光路
全封闭、稳定，无需维护；
(4) 只需要用电，无需其他耗材，设备寿命
长，市面上的激光打标设备，厂家给出的寿命为
10 万小时以上；
(5) 噪声较低，可以放在办公室使用，耗电
量也比传统机型低；
(6) 超高精细度，市面上的设备分辨率达到
约 2500dpi；

工速度是传统钢针雕刻的 10 倍以

(7) 于传统机型相比，由于采用激光打标，

上，而且传统钢针雕刻只适用于材

不需要与铭牌有任何机械接触，所以不需要设置

质比较软的材料，例如铝制铭牌等；

气动吸具或机械夹具固定铭牌；

对于不锈钢等硬度较高的材质雕刻

(8) 适用于大部分金属材料（图 3）。

效果较差，字迹清晰度低，肉眼难
以辨识，而激光打标则解决了此工
艺缺陷，在不锈钢铭牌上也能以高
清晰度完成作业（图 2）。铭牌激
光打标设备特点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激光功率输出稳定，打标
清晰度较高；
(2) 加工效率高，打标速度是
传统雕刻机型的 10 倍甚至更高；

图 3 铝铭牌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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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牌激光打标技术也比传统雕刻技术
多出了一个新的应用特点——条码 / 二维码
打 标， 由 于 激 光 打 标 技 术 编 程 软 件 能 接 收
BMP、JPG、DXF、PLT、AI 等格式文件和自
动生成各种系列号、生产日期、一维码、二
维码等，图像处理能力先进度较高，所以在
铭牌上加上条形码、二维码等图像可以方便
对生产物料、货架、周转车等的出入库、出
入司管理，让铭牌上的信息反映从文字反映
提升至文字、图像综合反映。

打标技术编程
相比于传统钢针雕刻打标的编程软件，
激光打标软件更为简化易操作。在信息定位

图 4 线材激光打标

方面，加上了激光边框显示，使用者能直接
打开激光边框，在铭牌上直接观察所编程信

光打标优于喷墨打标，对比如下：

息的位置，也可直接操作键盘上的方向键调

(1) 清晰度。由于分辨率和颜色对比等原因，激光

整信息位置，比起传统软件的定位方式方便

打标比喷墨打标清晰度高，而且喷墨打印需要针对不

快捷。同时，软件也添加了不少功能，例如

同的线材颜色而选取不同的墨水才能凸显出对比度，

图像的插入，条形码、二维码的转化，也能

撤换和操作都较为麻烦；

接收 BMP、JPG、DXF、PLT、AI 等格式文件，

(2) 加工效率。激光打标速度远快于喷墨打标，因

这些软件上的升级也让设备有更多使用的空

为激光打标最大直线速度可以达到 10000mm/s 以上，

间和可能性。

在线材上打标时间在 1s 以内，对于批量生产的线材加
工，激光打标的速度优势尤为明显；

线材激光打标技术

(3) 工艺适应性。激光打标适用于线材表面的曲面

技术简介

精细打标或者在喷墨打码墨水无法附着的特殊材料上

如图 4 所示，线材激光打标技术主要是

的打标，而且激光打标设备可以配合自动裁线设备形

利用紫外激光器通过短波长激光直接打断材

成线材加工流水线使用，而喷墨打码则不能对接自动

料表面物质的分子链，从而在对应轨迹上显

裁线设备，因为线材在喷墨后马上进行裁线，需要经

示信息，而且适用于线材表面的曲面精细打

过导向轮、整直轮等机械结构，会将未干的墨水擦掉，

标，不会伤线芯也不会让线材本身产生机械

在工艺适用性上，激光打标也较好；

变形和受热变形。

技术特点

喷墨打标设备，但喷墨打标需要购买墨水，对于线材

线材激光打标技术利用激光代替传统的

加工这种大批量的加工工件，每年墨水耗材成本也是

喷墨打标，而两者在各项对比中也能看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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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个方面，激光打标在线材打码方面适
用性远高于喷墨打标，近年来各大电气企业也不
断引进激光打标设备代替传统工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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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下工作；
(2) 此设备有一个经光缆连接的输出光学头，所
以需要小心处理输出头；
(3) 当使用瞄准器的时候（如将瞄准器安装在夹

激光打标设备安全防护问题
问题概况
激光打标技术虽然有着非常多的工艺优势，
但此技术应用的多为工业激光，工业激光属于第
四类激光产品，对眼睛与皮肤有一定的伤害，所
以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做好安全防护措施，避免受
到光学输出镜直接或散射的辐射光照射。同时应
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输出光束或反射光束
直射在人体上。散射光和反射光都会导致对皮肤
和眼睛的伤害。操作过程中始终都应配戴好合适
的防护眼罩，也可以在激光加工的范围内加装屏
蔽工装，对辐射光进行隔离，防止辐射光散射对
眼睛和皮肤造成伤害。

安全信息
激光打标设备是被分类在高功率 Class IV 的

具上，或用光学仪器端面时等），需要确保智能激
光器处在关闭状态；
(4) 不要将设备暴露在高湿度环境下；
(5) 确保在打开设备前，环境温度和湿度都在规
定范围内；
(6) 禁止直视输出头，并确保操作产品时佩带好
激光护目镜；
(7) 在高反材料上打标时，要使用离焦方式打，
否则会直接造成智能激光器损坏；
(8) 供电电压中断对于设备是非常危险的，需要
提供持续不间断的供电电压；
(9) 除设备说明书提到的控制、调整或性能外，
其他的操作可能会造成辐射暴露的危险；
(10) 对于准直输出，保持输出镜片的清洁是最
基本的。在使用完后，要将瞄准器的保护盖重新盖上，

激光设备，设备多为发射 10W、20W、30W、50W

不要触摸输出镜片，也不要用任何溶剂清洁，可以

以上的 1060nm 左右波长的光。这个水平的光可能

使用镜片薄绵纸进行清洁。

会造成对眼睛和皮肤的伤害。此发射光是不可见
的，光束可能会造成眼角膜不可修复的伤害，在

结束语

智能激光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一直佩带护目镜。
(1) 当激光打标设备工作时，不要安装瞄准器；
(2) 在操作设备时，禁止直视输出头，并确保
总是佩带护目镜；
(3) 除设备提到的控制、调整或性能外，其他
的操作可能会造成辐射暴露的危险。

外界环境及预防措施
做好对激光打标设备的环境防护措施，能有
效避免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具体措施如

激光打标技术优化了很多传统打标
工艺的工艺缺陷，硬件和软件上的
全面拓展让打标技术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但其安全防护问题也应该进
一步提升，此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和
研发后，相信一定可以为制造业带
来更多惊喜。

下：
(1) 激光设备总是在妥善接地和标称电压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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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波导管弯曲成形与发
展趋势
文 / 彭威，杨镇钦，林宏峰·广州市吉峰金属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波导管产品历来以精度要求高在通信领域著称，而随着通信领域的蓬勃发展，
波导管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早期我国的波导管产品大多采用手工方式进行加
工，容易出现废品率高、效率低下、性能稳定性低等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一种E
向H向组合波导管的研究，阐述波导管加工的难点、在通信领域大规模发展的重
要作用、生产工艺对产品性能的影响以及生产设备的技术更新。

波

导管是通信产品中最常用的零件之一，其加工质量对整个系统的
性能至关重要，加工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早期我国军方的波导管

作者简介

产品加工方法大多采用热成形工艺，通过人工进行打磨处理，且研制
任务多与生产数量少，造成无法进行大批量高质量的批产任务。这些

作者简介

工艺方法只能用于一些比较规则的、形状简单的波导，对于 E 向折波
导管、H 向折波导管、E 向 H 向组合波导、脊波导等结构复杂，造型

彭威

多变的波导管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些复杂加工件均为通信设备中关
键和重要部件，都有较高的精度要求，加工难度大。波导管加工的成败，
精度的高低对通信设备整体性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当代先进的

研 发 部 经 理， 工 程
师， 主 要 从 事 波 导
管、 微 波 组 件、 毫

数控加工技术和设备才能解决和满足如此复杂构件的通信设备的加工。

米波天线设计安装

在大批量生产中，为了保证波导管产品的高合格率、高稳定性、

发 明 专 利 3 项、 实

抗干扰能力，需要对波导管产品在设计阶段、仿真分析阶段、试制阶段、
电磁性能测试阶段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分析。要保证产品的性能，就需
要提高加工设备与加工工艺，使之符合波导管产品大批量生产的需求。
通过现代钣金加工技术与数控系统的技术更新迭代发展，实现传统钣
金加工技术往现代钣金加工技术的转变，形成坚实的生产通信设备的
现代高新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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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5

A-A

34

59.79

54.50

产品结构与尺寸

26

5.51

B

21.59±0.06

A

97.79

B

图 1 所 示 为 一 款 E 向、H 向
波导管结构图纸，图 1 中的波导
管有两个折弯区域，90°的弯曲角
度，圆弧半径是 R15。其中，内腔
尺寸的精度、圆弧半径、横截面

R15
R15

生产·主辅工艺

A
12.06±0.05

12.06

19.05±0.03

与侧边的垂直度是该产品的加工
难点与重点。在此波导管的工作
频率达到 13.75 ～ 14.5GHz、驻波

B-B
9.53±0.03

图 1 E 向、H 向波导管结构工程图

比 VSWR 要小于 1.2、插入损耗为
0.15dB、功率容量达到 1000W、工
作温度是 -60℃ ~ +85℃，除了这
些性能要求还需要将产品进行本
色导电氧化处理。
根 据 E 向、H 向 波 导 管 的 结
构工程图，进行电磁性能仿真分
析，以期通过仿真示例确定波导管
的结构在理想状态下达到所需电
磁性能的要求。进行仿真分析可以
在产品设计初期进行评价、预防和

图 2 E 向、H 向波导管电磁性能仿真图

改正设计错误，提高效率的同时，
也提升了经济效益。E 向、H 向波
导管电磁性能仿真分析如图 2 所

波导管弯曲加工难点

示。

在波导管使用过程中，内腔表面中的精度、光洁度，直接影响

由图 2 曲线可以看出，该产

着通信设备的整体性能。而且，在波导管弯曲成形的过程中，容易

品的频率范围是 13.75~14.5GHz，

出现横截面的形状与壁厚变化，容易变扁和起皱，从而出现内压变

且该产品的驻波比 VSWR 随着频

宽，外拉变薄的情况。通过加工设备制造的波导管产品除了内腔的

率的增长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

要求，还有各种尺寸精度的要求：其中有横截面的矩形度、侧边的

趋势，大概在 14.16GHz 这个频段

-4

垂直度偏差需控制在 3×10 弧度内、横截面尺寸偏差需保持在波

出现峰值，且驻波比 VSWR 的峰

导口径的 -0.1 倍之间、弯曲的弧度、扭转的角度与波导衰减值，这

值是 1.085。将这一数值与该产品

些要求都是波导管产品要实现高精度、高稳定性必须保证的指标。

的性能指标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该

所以在波导管弯曲加工中，需要保证这些性能达到指标要求，从而

数值符合性能指标的要求，说明该

为波导产品批量化生产提供基础。

产品的设计是合理且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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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导管加工设备及模具分析

接触并受力均匀，又可以防止在加工时，出

波导管加工设备

现扭曲等情况。当使用折弯机进行弯管时，

波导管弯曲成形所使用的设备是

需持续将波导送进。当产生较大热量的时候，

波导管数控拉弯机，数控拉弯机主要

为了有较佳的延伸效果与提高刀具的寿命，

由夹紧机构、装料卸料机构、轴向顶

需选用适当的润滑剂。

推机构、主回转机构、控制系统及动

在波导管弯曲加工中，波导管弯曲部

力系统组成。由装料卸料机构及夹紧

分的管坯横断面容易变扁和起皱。为了保证

机构完成波导芯子的安装及波导管的

弯管质量，弯曲前需要在管坯内装入填充料

夹紧；由控制系统控制弯曲角度及辅

或芯棒。E 向、H 向波导管加入芯棒难度较

推力；由液压缸驱动齿条从而带动齿

大，所以采用的填充物是石蜡等低熔点填充

轮旋转，实现波导管的弯曲加工。波

物。因为填充物具有膨胀系数小、有较好的

导管数控拉弯机如图 3 所示。

强度和刚性、低熔点、良好的切削性、与金
属结合力不足等特点，可以在波导管的加工
过程中，达到保证其尺寸精度、提高工艺性、
用低成本的办法提高合格率和生产效率等目
的。

波导管产品与性能检测
波导管产品
图 3 波导管数控拉弯机

根据工程图的精度要求、表面处理要
求、电磁性能要求与相应配备的加工设备，
制造出具备使用性能的相关波导管产品，图
4 中所示产品已经经过喷粉处理，涂层厚度
要求为 0.12~0.18mm，也通过交变盐雾试验
240h。

波导管产品性能检测
图 4 波导管产品

对已经制造成形的波导管产品，虽然在
外观上符合设计的要求，但并不代表其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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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分析

于合格产品。因为 E 向、H 向波导管产品是

在模具设计与制造中，必须使模

通信系统相关设备的关键零部件，主要用于

具保证两个技术条件：(1) 两侧刀吃刀

传送超高频电磁波，从而以极小的损耗将脉

深度要保持一致；(2) 在弯曲管时，三

冲信号传送至目的地。所以，该产品不仅需

把刀刃必须在同一个平面上。这样既

要机械性能的检测，还需要使用网络分析仪

能保证两侧刀、波导支座与波导管相

等相关仪器检测产品的电磁性能。通过仪器

钣金与制作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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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显示的检测数据，确定由波导管数控拉弯机制造

情 况 可 知， 该 波 导 管 产 品 的 频 率 范 围 是

出的波导管产品是否能达到高精度、高稳定性的要

13.75~14.5GHz， 且 驻 波 比 VSWR 波 动 幅 度 为

求，以此验证波导管大批量生产的可行性。使用网

0.0972。当频率为 11.81 GHz 时，波导管的驻波

络分析仪进行性能检测情况与结果如图 5 所示。

比达到了峰值，约为 1.097。将此数据与电磁性

由图5所示的网络分析仪电磁性能检测

能仿真分析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该产品的电
磁性能是比较接近理想状态下的数值，也说明
了通过该拉弯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比较优异的。
通过对 E 向、H 向波导管的研究，可以发现，
如果没有先进的数控加工设备与加工技术，也
就不会存在像波导管这类精度高、稳定性要求
高的零部件，自然 5G 通信设备就不会有蓬勃发
展的可能。反之，正是 5G 通信设备对波导管这
类关键零部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间接推
动了数控加工的技术更新，丰富了数控加工在
通信领域制造的应用。

图 5 波导管产品网分仪检测图

结束语
通过对一种 E 向 H 向组合波导管的研究，可

发展，而数控系统也呈现出往智能化、

以发现在 5G 通信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已

科学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的加工制造

经对波导管形状造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作用。

通信设备网络中，已经有大量的波导管进入

随着移动通信需求的不断增长，新一

该系统中，正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

代移动通信系统——5G 将在未来几年

波导管的精度要求高、波导管加工设备研发

逐渐商用。拉弯机压弯成形工艺在波

迟缓、波导管造型多变，使得波导管的弯曲

导管弯曲成形的应用市场将大大提升，

加工一直以来都是波导设备器件加工的难题。

使得波导管弯曲成形的市场需求大幅

所以，在钣金加工领域中，对数控拉弯机就

提高。数控拉弯机的技术更新也解决

提出来更高的要求，从而加速实现拉弯机技

了以往微波器件生产中的一个“瓶颈”

术更新迭代发展，也使钣金加工计算、钣金

问题，为波导管的批量生产打下了良

加工设备正朝着联动与复合加工的方向高速

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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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D七步法在钣金行业的应用
文 / 罗正肖·广东高胜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SMED 的概念与应用

近

年来，随着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和消费大国，作为制造业基础行业之

SMED 快 速 换 模（Single Minute Exchange of Die）

一的钣金行业也取得了空前发展。但受经济

是将模具的产品换模时间、生产启动时间或调整时间

全球化、市场分化、企业竞争，同时伴随着

等尽可能减少的一种过程改进方法 , 以达到提高转产效

客户选择多样化和个性定制化等影响，客户

率，合理利用人力、设备、工具、作业方法等资源来

订单追求多品种、小批量、快交期、高质量，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SMED 是精益生产应对多品种、小

这就避免不了频繁的转产切换，因转产时间

批量的关键点，是日本专家新乡重夫于 1969 年提出的，

长造成大量设备闲置时间，使得设备有效稼

他认为任何模具的更换都可以在单分钟（10 分钟以内）

动时间和生产效率被拉低，造成产能浪费等，

内完成，所以又称单分钟快速换模法或 10 分钟内换模

故企业推行 SMED 快速换模行动，缩短换模

法。SMED 的目标是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

时间迫在眉睫。

换模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和设备有效利用率，实现多
快速换模实施步骤

现状

阶段 1

阶段 2

阶段 3

阶段 4

阶段 5

内部和外部作
业没有区分开

区分内部和外
部作业

将内部作业转
化为外部作业

优化内外部
作业

标准化内部及
外部作业

持续改善

1. 形成标准化
内部作业流
程文件

内部

内部

1. 平行操作
2. 功能性夹具
3. 调整的消除
4. 机械化

1. 形成标准化
外部作业流
程文件

外部

1. 改进部件
及工具的储存
和管理

外部

内部

内部

内部

外部

1. 预先准备
操作条件
2. 功能标准化
3. 部件集成化

外部

外部
内部

外部

外部

内部

1. VDR 检查表
2. 功能检查
3. 改进部件和
工具的运输

1. 换模人员培训
及技能提升
2. 定期检查换模
时间
1. 重复 SMED 实
施步骤，压缩
内部作业时间

图 1 SMED 的实施步骤（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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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换模 SMED

制作辅助测量检
具缩短检测时间

工作内容
领模
配模
拉模
叉模
备模

改善前
生产
仓库
生产
生产
生产

改善后
SMED 小组
SMED 小组
SMED 小组
SMED 小组
SMED 小组

模具清洁
保养区域

统一由
SMED
指挥

组织运行调整

内部转换外部
标准分工步骤
下一产品模具线边架

人料法模准备

快速换模点检表执行（17 项） 磨料槽制作与使用（80个）

每日转产
信息看板发布
每日三天转产
时间微信发布

每日快速换模
点检表输出

4
3 SMED 5
2 快速换模 6
1 7

换模信息预报
每日早会转产发布

每日会签备模
微信发布

2F-1F 模具
信息看板填写

总体换模
时间低减

五星等级机制

检查过程平衡，调模和 QC
同步检查（取消重复检查）

组织运行调整

星级评比机制与授予

持续改善推进

60％

图 2 SMED 七步法

品种小批量的精益生产。

确认效果以及实施中 / 长期计划；A 处理：制定 / 修

SMED 的实施是一个 PDCA 循环的过程（图 1）。

正标准化作业流程。

P 计划：获取当前换模过程信息、区分内部与外部

近年来，通过对多家五金、钣金企业调研及实

作业、内部作业转换为外部作业、找出平行的工作；

战辅导总结得出：目前五金加工转产换模时间均在

D 执行：优化内 / 外部作业、实施短期计划；C 检查：

60 分钟以上；但导入 SMED 快速转产后，几乎都能
取得很好的成效，均能缩短时间 50% 以上。像某客
户公司，是一家香港上市企业，30 多年主做精密五金，

快速换模的四大原则

在 2018 年导入精益生产项目之后，取得显著成效；

严格区分
内部作业和外部作业

其中 SMED 快速转产：转产时间缩短 70% 以上，达
到 15 分钟以内；月平均时间缩短 60%，平均 25 分

1
完全取消
作业转换过程

4

钟以内。所以我们根据实践参与一系列 SMED 快速

2
3

排除一切调整过程

和操作原则（右）

将内部作业尽可能
转换成外部作业

转产活动，提炼并总结出“SMED 七步法”，在这
里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SMED 七步法
“SMED 七步法”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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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步骤 1

事件

紧急转产计划安排

Manufacture

提前准备模具；减少换

目的

模时间；提高生产时间；

人

生产主管

时间

提前 1h

地点

/

步骤 2

步骤 3

广播通报具体的

通知人员领取

换模时间

模具到现场

提前准备模具

提前准备模具

提前准备模具

各线生产组长

换模组长

模具看护人员

10min 内

1h内

/

模具库

换模前 1 h/0.5
h/10min 通告
/

紧急转产信息提前 2h，
怎么做

在紧急转产指挥中心微

生产过程每 1h/0.5

信群内发布，SMED 小

h/10min 通告

微信群发布

输出物

紧急转产信息、生产单

广播
下款产品的具体换
模时间

接到通知后 10min
内通知拉模工提取
模具

组合议
传达方式

步骤 4

步骤 5
准备模具到

领取模具到现场

提前准备模具
到产线

生产单

模具实物

递减换模时间

叉车师傅

换模指挥者、拆 / 装 / 调师傅

换模前 0.5 h

上款产品生产完毕，现款换

载模到产线

模开始时间

产线模区

换模产线

每天提前 0.5 h

将模具提取到现场

模具领取单

转产换模

产线

接到通知后 1 h 内

生产单

步骤 6

将模具铲到产
线待放区
生产单

依据换模操作步骤安排人员
换模

换模指挥者、现场指挥

产线待换模区
模具实物

30min 完成

图 3 紧急转产模具准备步骤流程

换模信息预测（转产预知，有备

(5) 通过 MES 系统随时监控生产进度。

无患）

人料法模准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改善前：

改善前：

(1) 换模时临时接收转产指令，导

(1) 人员分工不明确，无组织、无指挥；

致寻找模具、物料等浪费 60~120 分钟；
(2) 模具的保养状态无法提前确认
是否完好；
(3) 模具动态（位置、保养、维修、
改模等）无法掌握；

6

(4) 人员工作安排调配不合理；
(5) 无法掌控生产进度，信息被动。
改善后：
(1) 转产信息提前 3 天在微信群发
布，提前备模到周转区；

5 4 3 2 1
7

正
面

8

10

9

11 12

(2) 并在 3 天内对模具状态进行点
检确认；

13

(3) 组长通过《备模清单》确认模
具齐套及点检状况；
(4) 通过早会及《每天转产信息看
板》公布人员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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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序号 名称

数量

1

棘轮扳手

1

2

棘轮扳手

1

3

铁锤

1

4

活动扳手

1

5

棘轮扳手

1

6

胶纸

1

7

胶钳 / 剪刀 / 开口扳手 1

8

备用垫块

24

备用螺丝 150mm

15

备用螺丝 130mm

6

备用螺丝 110mm

6

10

备用码仔

10

11

垫片

50

12

内六角扳手

1

13

备用气顶柱

12

14

备用气顶盖

20

15

备用介子

20

16

工具储存柜

1

9

图 4 工具摆放对照图

Manufacture

模具
套数

步骤

第 1 步（拆模）

第 2 步（装模）

第 3 步（调校）

第 4 步（检测）

第 5 步（整理）

生产·计划与管理

(2) 原材料等待装模后，再

模具套数示意

由生产人员拉至线边，造成等待

人员分配（4 人）

浪费；

分工描述
标准
时间

(3) 没有统一的换模标准及

模具套数示意

方法指引；

人员分配（4 人）

(4) 模具分散摆放，未备至

分工描述

线边，寻找困难；

标准
时间

(5) 工艺文件、工具、配件

图 5 SMED 标准时间及人员分工示意看板

等未提前准备到机台。
是否点检

点检结果

是

OK NG

序号 点检具体项目

改善后：
(1) 通过《每天转产信息看

点检时间 点检人
否

板》明确人员分工，统一指挥；

1

各岗位人员是否到位（调校、
品质、生产）

2

各冲床运行是否正常

5 分钟广播，将原材料拉至线边

3

攻牙机是否准备，是否运行正常

并打开包装；

4

攻牙牙臂数量及类型是否齐全

5

丝攻数量及类型是否齐全

上提前公布标准的人机分工合理

6

丝攻有无损坏

安排；

7

模具是否到位，工序数是否相符

8

模具清晰度确认

9

模具结构是否有损坏或缺失部件

10

工具台车是否到位

11

台车上各工具是否齐全

12

按工序数，码模扳手是否准备

标准分工步骤（通力合作，

13

码模撬杆是否准备

并肩作战）

14

码模螺丝及码板是否齐全

改善前：

15

码模螺丝长度是否合适

(1) 换模时两台叉车行驶路

16

原材料是否到位，摆放位置是否合理

17

原材料规格是否核对一致

18

有无作业指导书

19

作业指导书参数是否合理

20

工序检验指导书是否准备

(2) 新增广播系统，转产前

(3) 在《每天转产信息看板》

(4) 布局调整，模具集中摆
放，实现一分钟找模，并备至线
边（图 3、图 4）；
(5) 提前 5 分钟将工艺文件、
配件、输送带等辅助工具备到机
台。

线交叉随意，造成互相避让浪费；
(2) 人车行走路线交叉混乱
并互相干扰，存在安全隐患；
(3) 人员分工不明确，闲忙
不均及等待浪费；
(4) 人员拆装模具动作不统

图 6 SMED 点检表

一，各显神通，速度不均匀；

2019.10 Fabri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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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与管理

Manufacture

图 7 SMED 流程图

(5) 模具调校手法及技能不统一，造成时长浪费。
改善后：
(1) 经过反复多次研究，制定标准的《人车行驶路线》，减
少避让浪费；
(2) 结合操作员工、换模师傅等共同研究制定《标准人员分
工表》，根据不同的模具套数及人员等级进行明确分工（图 5）；
(3) 通过反复观测研究若干名师傅级别的拆装模动作，提炼

(1) 无内部转外部的 SMED 快速
转产意识；
(2) 转产所需的物品都是在换模
时发现没有了再去寻找；无创新改
善意识、氛围及文化；
(3) 辅助用品、攻牙机转产时安
装长达 60 分钟以上。

最优动作并制定《拆装模标准书》，并进行为期两周的统一动作

改善后：

实操标准化训练及考核上岗（图 6）；

(1) 通过精益生产 SMED 培训，

(4) 通过反复观测研究若干名名师傅级别的调校手法，提炼
最优手法并制定《模具调试标准书》，并进行为期两周的统一
动作实操标准化训练及考核上岗（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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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启蒙 SMED 创新意识；
(2) 通过组织，反复多次录像及
观测分析，找出并改善作业及内部

内部转换外部（时不待我，分秒必争）

转外部的动作；再通过全员头脑风

改善前：

暴法，针对其他课题逐一改善；

钣金与制作 2019.10

Manufacture

(3) 导入自动攻牙机，转产前 2 小时提前安装好，
缩短转产时间（图 8）。

生产·计划与管理

(1) 重新回炉考评，晋级上岗，并颁发
1~5 星肩章区分等级；
(2) 调整 KPI 考核机制，以转产时间为依
据，缩短转产时限；
(3) 调整定性指标为 30%，突出定量指标
70%；
(4) 增设团队考核机制，以整体平均时间
为依据，增强团队凝聚力；
(5) 分别制定不同等级的试卷，并通过考
试 & 实操合格晋升。

持续改善推进（精益求精，永无止境）
图 8 HT 快速转产信息预报

改善前：
(1) 实施过程未进行实时跟踪及记录，无

组织运行调整（统一指挥，集中火力）
改善前：
(1) 人员归属分工不统一，调拆模师傅属 PE 管，
模具仓归物流管，备模、拉模人员及叉车司机归生
产管，调配难度大；
(2) 换模没有指挥官，未树立换模目标，各自发

法跟进改善；
(2) 未对整体转产时间设置目标，无法对
比评估整体转产效果；
(3) 转产流程未形成标准性文件，未形成
培训机制，好的方法无法沿用下去；
(4) 无改善文化，员工无创新理念，自主
改善意识差，属于事后补救，无事前预防；

挥；
改善后：

改善后：

(1) 将叉车司机、拉模工、放模工、模具仓管员

(1) 推动模具创新技术改善：模内自动加

的管理权限归属 SMED 小组统一指挥管理；
(2) 制定转产目标，整个转产过程由专人统一指

油、模内攻牙、模内自动送钉、单冲改连续模、
模内套打等改善；
(2) 对比改善前后的换模时间，制定行动

挥。

五星等级机制（运筹帷幄，砥砺前行）
改善前：

计划，为中 / 长期的改善设置目标；
(3) 编制 SMED 快速换模流程图，形成文

(1) 人员技能无等级区分，水平参差不齐；

件化、标准化作业指导书，确保所有换模人

(2) 个人 KPI 考核以换模数量评定，无时限考核；

员受到系统的方法和技巧培训，相关部门通

(3) 个人 KPI 定性指标占比 40%，无量化指标；

过新的作业标准来检查和监督。

(4) 无团队考核指标，团队协作意识差；

(4) 推行创新改善提案，发动全员参与，

(5) 人员晋升无试卷及实操考核。

打造“人人有改善能力，事事有改善空间”

改善后：

的氛围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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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柯乐零件矫平机在工
程机械领域的使用案例
文 / 陈沪·温特斯泰格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P

eak Performer 在利勃海尔备受
青睐

相信大家对印有“利勃海尔”字样的传统黄色

掘土机早已印象深刻。不仅如此，利勃海尔还专业
生产轮式和履带式挖掘机、液压负载循环履带式起
重机、深掘机、履带式拖拉机和履带式装载机、管
道敷设机、伸缩臂叉装车、轮式装载机、铰接式自
卸车以及材料运输机等设备，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施
工现场都离不开这些设备。
利勃海尔集团成立于 1949 年，仅仅 70 年的时
间，利勃海尔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机械制
造商之一，并且随着利勃海尔的不断发展，其现在

图 1 利勃海尔轮式挖掘机

已经涉及 11 个业务领域，具有非常广泛的产品范围。
而为了能够更好地加工出高质量的水平钢坯和低应
力钢坯，在进行了严格的矫平试验和决议之后，从
2018 年开始，利勃海尔集团开始采购柯乐的 120P
Peak Performer 零件矫平机。

120P Peak Performer 和材料信息
图 2 所示为 120P Peak Performer 零件矫平机。

性能参数
名称：Peak Performer 120P.2000 零件矫平机；
工作范围：2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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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柯乐 120P Peak Performer 零件矫平机

Equipment

矫平材料厚度：1.6~40mm；

装备·解决方案

(3) 可调转矫平辊是第三个关键因素。这意味着

无液压机器理念；

矫平辊的使用寿命可以延长 50%，尤其是矫平相对

机电式矫平间隙控制系统（专利）；

较窄的部件时。最后，柯乐研发的专利辊子可减少

矫平装置和传动系统的智能过载保护；

磨损，在降低维护和维修总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空转功耗 2.5 kW；

用。

矫平辊直驱机构；
可调转矫平辊（专利）；
可回料操作；

其他配套性能
据利勃海尔给出的反馈，Peak Performer 零件矫

矫平材料信息

平机在利勃海尔的钢结构部门承受着很高工作负荷。

材料：S355J2+N 和 S355MC；

该机器每个月实施两班制作业，可提供液压挖掘机

材料厚度：8~40mm；

和材料运输机的上架和底盘矫平约 300 吨的激光、

单月量：300 吨 / 月；

等离子和火焰切割钢（图 3）。
并且 Peak Performer 配备了先进的清洁系统。如

Peak Performer 三大特性

图 4 所示，在清洁过程中，要清洁机器辊子，机器

Peak Performer 的三大特性使利勃海尔最终将合
作的天平倾向了柯乐，并且自投入使用后也证实非
常成功。
(1) 与其他机器理念不同，该机器没有任何液压
系统，因此兼具最高精度、最佳效率和环境可持续性。
矫平间隙控制系统的伺服电子理念具有快速稳健特
性，通过降低能耗和减少维护要求最大限度提高效
率，使机器能够应对温度波动。矫平间隙控制系统
的核心是辊子轴承上保持矫平间隙恒定的可靠四楔
系统。

图 3 Peak Performer 每月可矫平约 300 吨钢材

(2) 矫平辊直驱机构。直驱机构替代了具有分配
齿轮和万向轴的传统驱动机构。在实践过程中，与
配备伺服液压矫平间隙控制系统和万向轴的传统零
件矫平机相比，该设备耗电量大幅降低。除能效高
外，它还增加了矫平辊的直接动力输入。这样可用
于矫平的材料横截面积就会相应增大，工作范围也
得到明显扩大，尤其是在板材更宽的情况下。此外，
直驱辊还减少材料滑移，从而确保表面温和加工。
Stefan Richter 和 Torben Handeck 团 队 的 钢 铁 工
人可轻松矫平厚度在 8~40mm 之间的钢坯（S355J2+N
和 S355MC）。

图 4 清洁系统使矫平辊和支撑辊能够通过电机完全移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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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可向上移动电机驱动的顶部辊子框架，

乙炔机器人焊接。而经过矫平的零件基本可以确保

然后操作员可以完全在电机驱动下将顶部或底

焊缝间隙恒定，并且由于矫平的材料在焊接过程中

部导板与支撑辊和矫平辊滑出机器，这意味着

仅呈现较小应力，因此可简化夹具（图 5）。

可以轻松、快速地清除灰尘颗粒。
此外，Peak Performer 新增了第二台机器操
作显示器，新增显示器的位置为辊道对面的机
器进料口处，与进料口旁的现有显示器相对，
这样便可以在辊道两侧操作机器，缩短了机器
操作员的工作距离，从而加快矫平通过的速度。
由于借助用于设置矫平参数的专家计算系统，
因此操作员可以即时掌控机器操作，并能够随
时报告加工状况。
图 5 氧乙炔机器人焊接

不仅如此，在矫平后有一个生产过程是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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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高速优化算法，套料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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