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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威奇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从事新型锻压设备及其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技术
依托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及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湖北省先进成形技术及装备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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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线交钥匙工程，立志成为模锻领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推动中国模锻行业
向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公司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产品通过了CE认证，生产基地位于湖北省葛店国家级开发区创业
大道2号。

技术·智造

80MN油压机锻造过程参数
的大数据应用功能开发

拿出手机扫一扫
锻压行业全知道

广告服务编码 6056

广告服务编码 6199

广告服务编码 6112

凯泰焊接
SHANDONG KAITAI WELD

全自动模具 焊接机器人
美国

焊材销售

模具焊接机器人销售
模具堆焊修复制造
堆焊材料研发、生产
新模具设计制造

山东凯泰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邹城市经济开发区宏泰路1368号
电话：+86-537-5291368 5836799 5836899
传真：+86-537-5271368 邮箱：sdkthj@126.com
手机：+86-15376531333 网址：www.kaitaiweld.com

24小时服务热线：15376531333

广告服务编码 6149

广告服务编码 6054

广告服务编码 6313

广告服务编码 6302

Forging & Metalforming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
编辑出版
编委会名誉主任
编委会主任
编委会委员

特约评论员

总经理、总编辑
副总经理
主
编
责任编辑
广告主管
发行主管
美术编辑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国内统一刊号
国际标准刊号
邮发代号
国内发行单位
数字发行平台
国外发行
国外发行代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承印单位
出版日期
定价

1983年创刊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锻压协会
甫铭金属成形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何光远 夏世维 夏汉关
韩木林
(排名不分先后)
胡正寰(院士) 曹春晓(院士) 张 金
曾凡昌
徐祥龙
胡金豹
兰宝存
胡永毅
陈华军
庄龙兴
任启华
隋玉田
牛余刚
闫 杰
于学宏
张朝敏
王宝忠
苑世剑
薛克敏
陈慧琴
周 杰
谢水生
聂绍珉
薛永栋
沈国劬
王云飞
任秀凤
张俊恩
蒋 鹏
白玉冰
赵一平 郭会光 吴玉坚 夏巨谌
李 森 章立预 王以华 张如华
宋仲平 songzhongping@Chinaforge.org.cn
罗文会 luowenhui@Chinaforge.org.cn
宋仲平（兼）
贾亚莉 jiayali@Chinaforge.org.cn
罗文会（兼）
周存民 zhoucunmin@Chinaforge.org.cn
韩 伟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中关村生命科学园
博雅C座10层
102206
010-53056669
010-53056644
www.Metalforming.com.cn
CN11-5136/TH
ISSN1672-5638
80-683
北京报刊发行局
中邮阅读网www.183read.com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M8834
京昌市监广登字20190004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每月1号、15号
15元(国内)、10美元(国外)

Published Semimonthly by
Editorial Office, Forging & Metalforming
Confederation of Chinese Metalforming Industry
10/F, Boya Tower C, Zhongguancun Life Science Park,
Beiqing Rd., Changping Beijing, 102206, P.R.China
Tel: 0086-10-53056669 Fax: 0086-10-53056644
http://www.Metalforming.com.cn
E-mail: magazine@Chinaforge.com.cn
Publisher/Chief Editor: Mr.Song Zhongping
songzhongping@Chinaforge.org.cn

中 国 锻 压 协 会

Confederation of Chinese Metalforming Industry

版权声明：凡向本刊投稿或允许本刊登载的作品，均视为同意本刊数字出版及图书出版 使用。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超星等平台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 播本刊全文。
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上述平台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 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
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 处理。本刊文责自负，版权
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广告服务编码 6223

目录
CONTENTS
484
2020.11
总第

期

观察 ｜ Observation

14

本期
专题

变革需经过大考
Reform from Pressure

汽车锻件/锻件采购

专题 综述 ｜ Features

20

铝合金车轮强力旋压机现状与发展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l-Alloy Wheel
Power Spinning Machine

专题 报道 ｜ Features

26

31

运用仿真模拟提高锻件钢材利用率
Improving Steel Availability in Forging by
Applying of Simulation

一种解决热镦机扁薄类锻件顶出变形的方法
Eliminate the Deformation of Flat and Thin Forgings
Produced on Hot Upsetting Machine During Ejection

16~18 资讯 ｜ Market News
16 声音 ｜ Voice
广告服务编码 6115

广告服务编码 6002

他们选择我们，
您呢？

目录
CONTENTS
484
2020.11
总第

34

期

铝锻毛坯成本的计算方法
Cost Calculation of Al-Alloy Forging
成本计算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计算中为了考虑周全，尽
可能从工艺的角度出发。当拿到一张图纸的时候，如果您
是投资人、销售员、采购员，最关心的是零件的价钱。本
文从成本工程师的角度出发，介绍如何计算铝锻控制臂毛
坯的成本。出于商业考虑，本文只介绍计算方法，不展示
零件，读者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

37

前轴锻造弯曲模钉子形顶杆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Nail Shaped Eject Pin on the Bending
Die of Front Axle Forging

人物 ｜ Figure

40

孙勇：勇于创新 厚积薄发
Sun Yong: Innovation and Well-Grounded for
Progress

产业 分析 ｜ Industry

45
锻造行业实效媒体
招商热线

010-53056669

2019年模锻行业企业调研报告（上）
Report on Closed-Die Forging Industry in 2019
(1/3)
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2019年度国内模锻行业经济运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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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3

额 定 温 度 1300 ℃， 天 然 气 单 耗 ＜ 50m /t（ 开 锻
＜ 40m3/t），节能更环保。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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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型

墙体蓄热式天然气室式加热炉

额定加热温度

1300℃

装炉量

5-100T

装料温度

室温

燃料种类

天然气

火力调节方式

火力无级调节

采用 P-HTAC 控制技术、PLC+HMI 集散式控制系
统，控温精准，燃烧更充分，并有效减少氧化烧损。

燃烧方式

交替蓄热式燃烧

排烟温度

≤ 100℃

窑内燃烧压力

微正压燃烧

点火系统具有自动点火和火焰监测功能，并由控制
系统进行安全连锁。

风机转速控制方式

变频调整

压缩空气工作压力

0.5-0.8MPa

炉门提升方式

减速机、电动葫芦、链条及配重

可比单位能耗指标

按 JB/T 50153-1999 特等炉标准

炉门及炉口密封

软密封

炉体耐火材料

高温耐火砖及高温浇注料

墙体蓄热式燃烧技术，控制精度更高，炉温更均匀；
介质预热温度与入口烟气温度差小于 100℃，极限
回收烟气余热。

旧炉改造工程量小，施工周期短，可单独提供燃烧
控制系统。

山东一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牛一工业园
传真：0531-83875588
营销专线：15053175118（同微） 售后服务专线：15588868285
网站：www.sdyrhb.cn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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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需经过大考
文 / 张金·中国锻压协会

很

多年前，一些人问我，什么时候我们的工业水平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样，什
么时候能赶上他们。那时候，我就说过，当中国的餐饮小饭店的后厨和餐厅的
制作与用餐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一致，人们开始特别注重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

的时候，人们不再追求“原始”生活方式，适应“工业”美学的时候，我们的工业品质量
就不会有这么多投诉了。
这次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将有力地推动这一进程，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认为，
经过此次疫情，必将会发生如下变化。
第一，人们将越来越重视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注重提升生活品位。
第二，不再盲目追求“野味”和“新鲜”，更重视检疫与安全，特别是城市食品供应
形态将会有大的变化。
第三，食品卫生将从“市场规范”开始，脏乱差的市场会得到整治。
第四，养生更趋于符合现代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农耕时代的养生之道会逐步现代化。
第五，中国人的心理更加成熟，能正确区分真伪，能处惊不乱，这是文化进步的重要
表现。
追求品味，就会重视品质，重视品质自然就会把自己做的事情做好，这是一个重要的
工业品质保证路线。以上的变化是生活层面的，但必将对思维、认识和其他各方面产生影
响，因此也必将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正确发展，特别对形成现代工业文化，推动工业高
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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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
高速棒料圆锯机

菲赛普于1930年10月成立于意大利扎加达。锻造设备和系统是菲赛普重要
的产业之一，菲赛普可提供适合钢铁、铜材、铝材等材料的自动化锻造系
统，涵盖冷、热下料，锯切，自动操作系统，直至最终工件的锻造等所有
工序。菲赛普锻造设备包括机械式冷剪机，液压和电动热剪机，棒料和管
材圆锯机，直驱式和摩擦式螺旋压力机，液压机，操作机械手和机器人，
用户定制全自动锻造生产线。
CADDY 80
机械式冷、温棒料剪

请访问www.ficepgroup.com 获取更多资讯
广告服务编码 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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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Matteotti, 21
21045 GAZZADA SCHIANNO VA - ITALY
Tel. +39 0332 876111
Fax +39 0332 462459

HF 系列
液压机

MF
机械压力机

FICEP Hong Kong
DB Plaza - Discovery Bay - HONG KONG
Tel. +852 2544 6888
Fax +852 2544 5123

FICEP Guangzhou Machinery Co., Ltd

Room 2010, Guangzhou Peace World Plaza
No 362-366 Huan Shi Dong Rd.
Yuexiu District - Guangzhou - P.R. China
Tel. +86-20-8375 2871
Fax +86-20-8388 1779

MADE IN ITALY

资讯
Market News

广大特材参与国企铸锻资产混改 , 拓展
特钢产业布局
2020 年 5 月 19 日，广大特材与东方电气集团东
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汽公司”）签署了
《铸锻产业战略重组合作框架协议》，参与东汽公司
铸锻产业混改。广大特材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掌握核
心的熔炼技术，在特殊钢材料及制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方面拥有国内领先的技术水平、丰富的行业经验

有 4000kN 的镦锻力，通过自动送料、切断、连续镦

和国内外知名龙头企业客户。

锻完成轴承的钢球、滚柱等零件的制件加工，并配有
料尾检测、短料监测、过载保护等监测保护功能，确
保生产安全。

年产 40000 套精密液压零部件项目开工
2020 年 5 月 18 日，浙江赛克思精锻科技有限公

新型零件成形机试车成功
2020 年 5 月 18 日，由秦皇岛齐二数控机床有限
公司研发生产的 PF260SS 型零件成形机试车成功，该
机可以镦制目前国内最大直径的滚柱，并预计 6 月初
发往山东交付厂家使用。该机采用冷镦方式加工，具

声音

Voice
员工相信企业，来企业上班，和企业风雨同舟；在宏
观大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企业更应该善待员工，不降
薪、不裁员，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一定要让员工感
受到企业是员工最放心和最安全的地方。
中国锻压协会理事长、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汉关

法士特产品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打造出来的，以用户
为导向，经受过市场的各种严格考验，可以为用户创
造更大的价值。
陕西法士特传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严鉴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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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精锻深入实践，让员工从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感受到富含人文气息的文化核心，在传统的锻造企业
中营造出饱含国际理念的人文理念，激励员工的归属
感和向心力。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庄明

面对市场大环境的劣势，公司需要进行一定的投入和
储备，对技术进行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品研
发投入，对市场始终保持吸引力；稳定员工队伍，注
重人才培养。
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总经理 施卫兵

广告服务编码 6034

资讯
Market News

司年产 40000 套精密液压零部件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
慈溪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隆重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项
目正式落地建设。赛克思精锻年产 40000 套精密液压

山钢股份、汇锋传动联手，
集中发力齿轮研发

零部件项目实施后将实现柔性生产，除满足公司对不

2020 年 4 月 28 日，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与山东

同规格的高质量、高精密零部件的需求外，还能提升

汇锋传动股份公司联合成立的齿轮材料应用研发中心

园区及周边对先进制造行业的产业链配套需求。

揭牌，深化产业链合作，聚合资源，构建钢铁产业生
态圈的又一成功案例。齿轮材料应用研发中心的成立，

中信重工拟投 1 亿元设新公司
2020 年 5 月 4 日，中信重工发布公告称对外投
资 1 亿元设立漳州公司，此举是满足公司已有订单生

将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构建更加牢
固的战略合作关系，不断推进产品结构提档升级，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产制造的需要，同时符合公司既定发展战略。中信重
工已累计签订海上风电装备产品订单约 7.5 亿元。同
时，结合订单生产需要，依托当地海上风电资源优势，
通过设立风电装备制造公司，发挥创新能力，专业从
事风电类塔筒、钢管桩及钢结构附属件和液压打桩锤、
嵌岩桩钻机等重大装备的研发、制造及技术服务等。

伊莱特再次交付国家重要锻件
2020 年 4 月 27 日，又一批四代核电钠冷示范快
堆用锻件从伊莱特发出。本批制造的旋塞部件、泵支
承部件、补偿器、底法兰部件属于“堆芯”级部件，
堆芯部件是快堆中技术要求最高、最严格的锻件。这

郑州轻研大规格轻质高强铝锂合金
锻件实现批量生产
2020 年 5 月初，郑州轻研合金科技有限公司成
功实现大规格轻质高强铝锂合金锻件批量生产。本次
开发的铝锂合金锻件主要为 2 系和 5 系铝锂合金，采
用真空熔炼铸造法制备出高纯净铝锂合金铸锭，经大
变形量热锻加工后获得高强韧铝锂合金锻件。锻件厚
度可达到 80 ～ 120mm，最大长度超过 2000mm，单
件质量达 300kg，轻质高强铝锂合金锻件的批产对于
航空航天器机身舱壁等零部件减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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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件将被用于反应堆的核心位置，未来要承受反应
堆的极端温度、复杂应力和中子照射，因此对锻件的
材料制备、内部组织性能有着极高的要求。

出料口

控制面板
技术参数

特点
3

1. 额定温度 1400℃，天然气能耗 40-60Nm /t，
能耗仅为中频炉的 1/3-1/2，能耗低无污染。
2. 全自主程控系统，自动进出料，达到一人多机，
有效降低人工成本。
3. 变频控温，加热均匀，炉温均匀性≤ ±10℃。
4. 加热速度快，开炉 30-50 分钟即可锻打；
氧化脱碳少，烧损率＜ 0.5%，节省材料，延
长模具使用寿命。
5. 全新蓄热设计，模块化炉体，结构紧凑，维修
方便。

型号

XRMG-1000

XRMG-2000

XRMG-3000

加热室尺寸

1750mmx800mm

2750mmx1000mm

3500mmx1200mm

加工范围

D =φ 30-φ 300mm L =100-2500mm

额定温度

1400℃

控温方式

自动变频

控温点数

1

炉温均匀性

±10℃

额定生产率

1000kg/h

2000kg/h

3000kg/h

额定耗气量

60Nm3/h

110Nm3/h

150Nm3/h

燃气压力

10kPa

燃气接口

DN50

DN60

DN80

推料方式

气动 / 液压

广告服务编码 6148

专题 综述
Features

作者简介

铝合金车轮强力旋压机
现状与发展

张胜，工程师，主
要从事铝合金轮毂
设备的制造开发，
曾主持完成轮毂低
压铸造机机械国产
化工作，参与轮毂
光整设备开发研究
工作，并拥有 7 项
实用新型专利。

文 / 张胜·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李建，陈红平，孙惠学·秦皇岛燕大现代集成制造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车

轮作为汽车的重要安全部件，由于旋转惯

备，是集机械、液压、数控、软件开发和工艺技术于

性效应，对节能减排影响至关重要，车轮

一体的高新技术产品。此前，世界上只有德、美、日、

的高强度、高韧性和轻量化性能将直接影

西 班 牙 等 国 能 够 制 造， 典 型 厂 家 有 Leifeld、WF、

响汽车的节能减排和安全可靠性。近年来，国际上出

SSB、DENN 等，这些国家生产的旋压机的显著特点是

现了两种新的车轮制造工艺，锻造 + 旋压的锻旋工

通过伺服控制达到高精度和高效率。工作效率可达到

艺和铸造 + 旋压的铸旋工艺，这两种工艺都具有大

每分钟一件，主轴精度和旋轮进给精度均与立车相当，

幅提高车轮强度和塑性指标，并显著减轻车轮重量的

满足少无切削的高精度要求。针对其国产化问题，在

特点。锻旋工艺采用变形铝合金作材料并用等温模锻

河北省科技厅重大项目的支持下，我公司联合研制的

+ 旋压的方法来成形车轮，是当前铸造车轮的换代工

WE-VFFM/32030 型铝合金车轮强力旋压机 ( 图 1)，

艺，适合高档轿车配套。

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进口产品，实现了车轮强

铝合金车轮强力旋压机是用于轮辋成形的核心装

力旋压设备国产化。

图 1 WE-VFFM/32030 型铝合金车轮强力旋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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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服务编码 6277

专题 综述
Features

铝合金车轮强力旋压机
铝合金车轮旋压工艺特点
本设备采用强力旋压工艺来成形铝合金车轮，毛
坯轮辋部位变形均匀，金属纤维流线合理，大幅度提
高了产品性能，优于传统锻造方式，特别适合用于锻
造铝车轮的轮辋成形，图 2 给出了铝合金车轮辗锻成
形示意图，经旋压的轮辋，对于锻造毛坯轮辋晶粒进

(a) 旋压前材料组织 ( 铸坯 )

一步细化（图 3），性能显著提升，强度指标及延伸
率显著提高。

轮辐

旋轮

轮辋

(b) 旋压后材料组织

(a) 旋压前轮坯

图 3 旋压前后材料组织变化图

时具有较小的线速度差，WE-VFFM 系列旋压机结构
(b) 旋压后轮坯

图 2 强力旋压前后轮辋变化情况

详见图 4。

WE-VFFM/32030 型旋压机伺服控制系统
WE-VFFM/32030 型强力旋压机以西门子 840D
sL 为核心数控单元，控制系统主要由 CNC、HMI、

WE-VFFM/ 系列旋压机结构

PLC、611D 驱动等模块构成，属于多轴闭环位置控制

旋压机主要由本体机械系统、液压系统、伺服控

系统。基于西门子 840D 二次开发了多数控轴间的插

制系统、软件系统以及安全防护系统组成。机械系统

补运动控制与多通道之间协调通讯控制程序，实现了

由机身、主轴传动系统、旋轮进给系统、尾顶系统组

铝合金强力旋压机的 8 个伺服轴、4 个工作通道协调

成。WE-VFFM/32030 型旋压机机身采用立式品字形

工作；该机在故障检测、报警以及安全保障方面均有

结构，该结构很好地改善了主轴受力状态；旋压机尾

完善的软件与硬件支持，及时准确地提供安全提示信

顶采用四柱导向中心油缸驱动，具有同步性好、尾顶

息与安全报警信息，不仅在控制系统硬件上配有针对

运动平稳无爬行的特点；旋压机的主轴为具有同步控

操作人员与设备的安全保护，而且还配有基于网络的

制功能的双大功率伺服电机驱动，通过同步带带动主

多台机的安全保护链路，在硬件上支持整条生产线的

轴旋转，由于主轴传动采用闭环控制，所以主轴启停

安全保护。

位置精准的特性可满足特殊轮形的旋压工艺；旋轮的

WE-VFFM/22030/33850 型旋压机基本参数

双向进给（径向和轴向进给）均采用伺服电机驱动，

为了适应超大规格车轮的旋压需求，我们又联合

通过精密减速机和同步带带动大型滚珠丝杠实现，结

研发了 WE-VFFM/33850 型 3 旋轮强力旋压机。该压

构的高刚度和传动的高精度保证了旋轮进给的精准；

机具有超大直径、超宽轮宽和超厚壁厚毛坯的旋压能

旋轮带有液压马达驱动装置，可保证旋轮与工件接触

力，生产效率可实现 45 秒生产 1 件轿车车轮，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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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综述
Features

图 4 WE-VFFM/32030 型铝合金车轮强力旋压机结构布局图

生产一件重卡车轮，旋压车轮范围：14 ～ 30/4 ～ 18

旋压，最大加工范围 30 英寸 ×18 英寸 ( 直径 × 轮宽 )。

英寸 ( 直径 / 轮宽 )，性能参数见表 1。

⑷旋轮可实现双向旋压，既可向下旋压，又可向

WE-VFFM/ 系列旋压机的显著特点

上旋压，适合于 H 型车轮的轮辋旋压。

与进口相比，国产化的旋压机其优异之处体现在

⑸具有旋轮微量润滑功能，旋轮的润滑油用量每

以下几方面：

件＜ 1mL，相比进口设备，润滑剂使用量大幅度减少。

⑴具有冷热旋双功能，既满足铝合金锻造车轮的

⑹具有旋轮快换功能，旋轮更换过程简单、更换

冷旋要求，又满足铝合金铸旋车轮的热旋要求。

速度快，保证了车轮产品连续性加工的生产效率。

⑵重载荷能力强，毛坯壁厚可达 50mm。

⑺具有主轴精准启停功能，满足特殊轮形的旋压

⑶既可用于轿车轮辋旋压，又可用于重卡车轮辋

加工。

表 1 铝合金车轮强力旋压机性能参数
项 目
工件范围

主轴

旋轮系统

尾顶
控制

24

参 数

WE-VFFM/22030

WE-VFFM/33850

车轮直径

14 ～ 22.5 英寸

14 ～ 30 英寸

车轮轮宽

最大 12 英寸

最大 18 英寸

转速

10 ～ 800rpm

10 ～ 800rpm

功率

200kW

270kW

启停

精准

精准

旋轮数量 × 最大直径 × 喉深

2×430mm×75mm

3×430mm×75mm

旋轮径向力

200kN

300kN

旋轮径向速度

0 ～ 6500mm/min

0 ～ 6500mm/min

旋轮轴向力

200kN

300kN

旋轮轴向速度

0 ～ 6500mm/min

0 ～ 6500mm/min

尾顶力

最大 300kN

最大 500kN

尾顶行程

500mm

650mm

数控系统

西门子 840D sL

西门子 840D sL

锻造与冲压 2020.11

专题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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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WE-VFFM/32030 型旋压机在铝合金超大锻造车轮生产线上

⑻生产效率高，45 秒生产 1 件轿车车轮，60 秒
生产一件重卡车轮。

表 2 锻旋工艺与低压铸造工艺产品对比
传统低压铸造

锻旋工艺

应用实例

原材料

A356

6061

⑴铝合金车轮强力旋压机已成为燕大现代集成制

抗拉强度

220 ～ 240MPa

＞ 330MPa

屈服强度

180MPa

＞ 300MPa

延伸率

6%

15% ～ 18%

轮辋壁厚

4.0 ～ 5.0mm

2.8 ～ 3.2mm

减重效果

达成目标

减重 15%

造的定型产品之一，在河北、山西、福建、浙江、内蒙、
江苏、湖北、湖南等地已累计推广应用生产线 20 余条，
设备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指

标

⑵ WE-VFFM/33850 型旋压机在锻旋铝合金车
轮生产线中的应用。继美国、德国之后，我公司于
2004 年引进锻造车轮生产线，2006 年引进国产化锻

辆的轻量化、节能效果显著，旋压工艺还使轮辋延伸

造铝合金车轮自动化生产线（图 5）。旋压成形是铝

率指标成倍提高，从而显著提高了汽车行驶的安全性。

合金车轮锻旋工艺的重要工序，旋压工序是对轮辋部
位组织的进一步细化，性能显著提高，采用锻旋工艺
与传统低压铸造工艺生产车轮对比见表 2。

结束语
智能化是旋压机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旋压工艺方
面，由于旋压成形工艺过程在数学上属于几何、物理

经济效益及节能节材效果
⑴经济效益。与引进的同类设备相比，研发的国

和接触摩擦三重非线性问题，如何确定合理的旋压工
艺参数，目前还存在问题，将数值模拟方法与旋压参

产化强力旋压机可节省大量资金，作为核心装备之一，

数相结合，制定虚实结合的工艺参数定参方法，实现

已推广建立近 30 余条锻造和铸旋铝合金车轮生产线，

旋压参数的智能化调整，对于实际生产具有指导作用。

每条生产线产值均在亿元以上。

随着网络化技术的发展，在设备维护和技术服务方面，

⑵节能节材效果。生产的铝合金锻造卡车车轮与
传统的钢质车轮相比，最大减重 50%，对于大型车

基于互联网开发设备单元远程故障诊断、远程监控与
预警系统，对于提高服务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2020.11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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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运用仿真模拟
提高锻件钢材利用率

胡伟，锻造车间技
术主管，工程师，
主要从事锻件模具
的设计与开发，主
导以技术的手段提
升产品质量与成本
控制。

文 / 胡伟，朱少青，倪金传·万向钱潮传动轴有限公司

万

向钱潮传动轴有限公司拥有 5 个专业工厂，

多次模拟分析找到合适的制坯尺寸，并据此设计制坯

1 个研究所，专业研发、制造各类传动轴、

模具，使头部镦粗部分材料既不至于过多过大造成浪

转向管柱、EPS 等汽车零部件。公司利用仿

费，又能保证叉部完好成形。在使用相同规格的钢材

真模拟技术优化制坯工艺、模具增加阻力埂设计、立

条件下，我们对几个制坯方案进行了模拟，见表 1。

式封闭锻工艺、买入钢材长度定制等，重点通过新技

考虑到设备行程高度调节以及操作工摆料时位置

术的手段深挖节材空间，不仅为我们今后的制坯锻打

会有一定的偏差，我们又对柄部长度 120mm，头部

工艺、模具设计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方向，同时能减少
机加工切削余量，降低调质热处理的能耗，对后道工
序也能形成一定的降本效益。

利用仿真模拟技术优化制坯工艺
从 2017 年开始我们尝试利用制坯工艺来提高材
料利用率，对于轴叉、滑动叉、花键轴类锻件，开档
部位尺寸往往比柄部直径大许多，造成柄部飞边较
多，所以我们采用立锻制坯再卧锻的方法，先将圆钢
局部镦粗，预制成类似手榴弹的样子，这样可以大大
减少柄部飞边材料的浪费。之前我们的制坯尺寸依靠
实物锻打试出来，不能确认制坯尺寸是否合理，材料
浪费不说，甚至严重的质量缺陷也时有发生。例如，
ZCP-30A 花键轴叉因制坯大端长度不足导致叉部出
现折叠裂纹，图 1 所示。
在 2019 年引入 DEFORM 仿真软件后，我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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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制坯方案的仿真模拟
编号

制坯尺寸

1

柄部长度 120mm，头部镦至 40mm

2

柄部长度 130mm，头部镦至 40mm

3

柄部长度 130mm，头部镦至 50mm

4

柄部长度 120mm，头部镦至 50mm

制坯形状

终锻成形

是否可行

分别镦至 45mm 和 55mm 的情况进行了模拟，决定采

细长，制坯的高度和直径的比值一旦超过 3:1，材料

用镦至 50mm 的方案，保证质量的稳定性。制坯模具

就很容易失稳弯曲，无法制坯得到我们想要的形状。

制作好后我们进行了试锻，成形完好，从 2019 年 5

LZ-6 摩擦焊中间花键轴锻件设计柄部直径 35mm，

月份改进后锻打至今，没有再出现之前的折叠现象，

再由机加工切削到 φ 30mm，切削量大，材料浪费。

此问题的废品率接近 0%( 图 2)。通过利用仿真技术

我们以前曾经尝试过用 φ 30mm 圆钢制坯后锻打，

优化制坯工艺，避免了用实物去试尺寸造成材料浪费，

但没有成功，按照常规的制坯方式，镦粗部分长度
132mm，高径比 4.4:1，远超 3:1 的极限值，制坯时

提高了我们制坯到锻打的一次成功率。
在我们制坯时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材料较

材料必然会弯曲跑偏，影响终锻成形 ( 图 3)。之前
2020.11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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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锻件成形良好
图 4 设想的锻打路线

图 3 以前试锻失败

图 5 尺寸不合适可能产生折叠

我们很长时间卡在这个瓶颈环节，只好用 φ 35mm 的
材料锻打。
以往制坯总是想把整个头部镦出来，此次我们转
换思路，看是否可以尝试只把顶部小部分材料镦成一
个饼状，先把镦粗部分高度缩小到极限范围内，让终
锻时不会失稳，并且有足够的接触面积，余下部分的
镦粗则交由终锻来完成 ( 图 4)。
经过模拟后感觉此方法可行，但要注意的是在终

图 6 最终确定制坯形状与尺寸

锻时两部分材料变形同时作用容易发展成凹口，最后

图 7 锻打成功

成形时可能产生折叠 ( 图 5)。
经过多次模拟分析后，我们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尺
寸，使材料的凹口刚好落在型腔的拐点上 ( 图 6、7)，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产生折叠的风险。确定好制坯尺寸
后，用 φ 30mm 圆钢进行试锻，并取得成功。

模具阻力埂的应用
我们在日常生产中发现飞边较多的锻件，总感觉
材料浪费可惜，想减少下料重量以减少飞边，但随后

通过这次成功的创新尝试，我们在不增加设备或

会发现缺肉的现象变严重了，锻打时报废料变多了，

工装的情况下，解决了以往柄部细长难制坯的问题。

达不到真正降本节材的目的。结合在日常锻打中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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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我们决定在模具制作时型腔周围增加一圈阻力埂，
高度在 1.5 ～ 2mm，宽度在 10mm，这样在锻打时，
阻力埂位置的飞边厚度只有 0.5 ～ 1mm，大大增加
了材料外流时的阻力，同时阻力埂自身有一定的阻挡
作用，能有效阻止材料逃出型腔（图 8）。

图 9 封闭锻示意图和封闭锻锻件

外侧

型腔侧

钢材长度定制采购
一些重型锻件其下料的直径和长度势必比较大，
钢材两端切割下来的料头一般来说也会比较大，试
想一个直径 80mm 长度 100mm 的料头，其重量就有

图 8 阻力埂作用示意图

4 公斤，而我们很多料头比这个规格还大，而这些料
头只能当废铁卖掉，造成许多钢材浪费非常可惜。怎
样能尽量减少这种浪费？目前我们采用的都是圆盘锯
切机切割下料，能实现较精准的切割，长度误差在

在实际应用中，增加了阻力埂以后锻件缺肉的现
象有明显下降，我们对很多的产品下料重量做进一步
的优化，提升钢材的利用率。如 A2 滑动叉，下料长

1mm 范围内，所以我们想与钢材厂方协商定制钢材
的长度。
我们整理出材料直径在 80mm 以上，批量较大的

度由原来的 201mm 降为 196mm，单件可节材 0.13kg，

产品，以重型 62 法兰叉为例：原来买入的钢材规格

钢材利用率提高 2.13%，增加阻力埂后锻件废品率

是 φ 95mm×7000mm，单件下料长度是 198mm，每

为 0.05%，相比之前 0.27% 的废品率有大幅度下降。

件之间锯缝 2.5mm，两端必须各去掉 30mm 料头，
7 米长的圆钢能下 34 件料，7000-(198+2.5)×34-

立式封闭锻工艺

30×2=123，也就是说有 123mm 的材料被当作料头

对于一些花键轴、花键套类锻件，以往我们采用

浪费掉了，而如果钢材长度能做到 7080mm，则可

开式锻造，锻打时材料受挤压向四周铺开没有阻碍，

以 下 35 件 料，7080-(198+2.5)×35-30×2=2.5，

所以常常飞边比较大。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对模具改

即只有 2.5mm 的材料被浪费，一根圆钢可减少浪费

进设计，将上模凸出，下模型腔加深，使钢材沉入型

6.7 公斤，平均每件减少 0.197 公斤。这样我们可以

腔内，这样当上模下压时，钢材相当于处在一个封闭

把差不多的产品整合起来，将他们的钢材长度定制为

的型腔内，无法向四周逃出。上下模外圈设计成锁扣

7080mm。钢材定制产品举例见表 2。

形式，保证上模冲头能顺利进入下模型腔而不产生磕
碰，同时将上下模错模量控制在 0.3mm 以内（图 9）。

项目实施成果情况

采用这种封闭式模具锻打，锻件成形后少飞边甚至无

利用仿真模拟技术进一步优化制坯工艺，可使锻

分边，钢材利用率高达 97% ～ 100%，既提升了钢

件材料利用率平均提高 6% 左右，特别是批量大又细

材利用率，又提高了质量，可谓一举两得。

长的锻件如 NDL 产品的 BC 轴和 CA 轴，下料规格降
2020.11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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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钢材定制产品举例
产品名称

材料规格
(mm)

下料长度
(mm)

锯缝
(mm)

改前件数

改前料废
(mm)

定制长度
(mm)

改后件数

改后料废
(mm）

折算单件节材
(kg)

重型 -6 法兰叉

φ95

198

2.5

34

123

7080

35

2.5

0.197

重型 -6 焊接叉

φ95

239

2.5

28

178

7080

29

16.5

0.321

重型 -14 法兰叉 φ85

191

2.5

35

167.5

7080

36

54

0.144

表 3 2019 年部分制坯工艺优化产品
产品名称

原下料规格 (mm×mm)

现下料规格 (mm×mm)

单件节材 (kg)

材料利用率

共节材 (kg)

节约成本 ( 元 )

LZ-6 中间花键轴

φ 35×182

φ 30×224

0.13

↑ 9.1%

12341

53465

AK 花键轴叉

φ 95×268

φ 70×439

1.63

↑ 9.8%

17376

99911

BC 花键轴

φ 40×313

φ 38×329

0.16

↑ 5.0%

15472

82001

CA 花键轴

φ 40×336

φ 38×354

0.16

↑ 4.7%

5169

27394

91-00 滑动叉

φ 55×172

φ 45×241

0.2

↑ 5.6%

46279

266104

BA 轴叉

φ 60×116

φ 50×158

0.15

↑ 4.9%

13777

68883

为 φ 38mm 也能顺利制坯。从技术应用至今又推广了
46 种 产 品， 节 材 230.2 吨， 降 本 120.1 万 元， 表 3
为 2019 年部分制坯工艺优化产品。

结束语
通过应用上述几项新技术，加上我们一直在推行
的料头再利用，锻件结构轻量设计等几个综合手段，

在模具型腔周围增加阻力埂，以及将花键轴、

公司共完成 253 项下料优化工作，锻件材料利用率综

花键套改为封闭锻，其作用都是阻碍金属外流，进

合提升 2% ～ 10%，节省钢材 861.1 吨，直接降本

而可减轻下料重量，提高钢材利用率 2% ～ 3%。至

446.3 万元，同时由于加工余量的减少，重量的减轻，

2019 年 10 月我们共完成 197 项下料重量优化工作，

对后道工序如机加工、调质热处理等也能形成一定的

节材 430 吨，降本 221.5 万元。我们对 10 种直径超

降本效益。

过 80mm 且大批量使用的钢材进行了长度定制，截止
2019 年 10 月已减少料头浪费 42.4 吨，节约材料成
本 2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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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决热镦机扁薄类
锻件顶出变形的方法

吴 搏，主 要 从事 锻
造产品的工艺设计、
模具设计、工艺文件
编制等工作，其中热
镦机扁薄类锻件顶
出变形的方法申请
专利。

文 / 吴搏，桂安朋，马臣，王东亚·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锻造公司

本文阐述了一种解决热镦机扁薄类锻件顶出变形的方法，开发了一种辅助脱模机构，
通过试验验证了该机构的稳定性，解决了薄辐板冲孔件顶出变形的问题，保证产品质
量的同时，实现了连续、无故障生产。

随

各个部件。随着国外变速箱辐板冲孔齿轮

为了保证产品尺寸符合用户的要求，只能将辐板

的广泛应用，国内也已经开始普及。辐板

加厚设计 ( 图 2)，然后增加粗车工序消除锻件因顶

冲孔产品的特点是：辐板薄、外径大、需要冲孔。辐

出变形产生的尺寸偏差，但是冲孔后法兰直径变大，

板厚度一般为 6 ～ 8mm，而产品外径在 125mm 左右。

需要补偿设计凹模环直径。不仅影响产品的一致性，

使用快速镦锻机 ( 热镦机 ) 生产齿轮效率高、劳动强

使生产效率、生产周期变长，同时增加了制造成本。

着汽车产业的发展，轻量化细化到汽车的

齿轮锻造工步图如图 1 所示。

度低、产品质量稳定。该设备通常使用的模具在锻件

扁薄类齿坯辅助脱模机构的开发

脱模时只有中间一个顶芯顶出，由于脱模力、力矩大、
辐板薄导致锻件在脱模时发生顶出变形，在锻件出现

顶出变形的原因分析

严重变形时，还会导致夹持外圆传递至下一道工序时

为解决该辐板冲孔齿坯在锻造中出现的变形问

定位不准 ( 自动夹钳是夹持锻件的外圆 )，撞坏冲孔

题 ( 图 3)，需要分析引起变形的原因 ( 图 4)，这样

模具，导致设备出现故障，无法连续生产。某变速箱

才能准确的解决问题。经过分析研究，引起锻件在锻

φ 75

φ 120

6

φ 125

39

22

20

35

90

φ 50

φ 95

图 1 某变速箱齿轮锻造工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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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125

39

造过程中变

22

φ 75

图 2 辐板加厚的锻件图

形，是由于其
在顶出时，法兰
跟凹模环的脱模
力 大， 产 品 结 构 的
辐 板 太 薄 (6 ～ 7mm)
强度低，中间顶芯顶出
时，法兰在模具中承受
的力矩产生的应力大于辐
板强度，引起锻件顶出变形。
我们针对成形工艺做了多次调
图 3 发生顶出变形锻造毛坯

整，效果都非常不明显。因此我
们得出结论，从顶出方式入手解决
顶出变形的问题会十分有效，进而设计

会加大，模具消耗也是很大的损失。

一套满足生产辅助脱模的模具结构非常必要。

常规模具结构的分析

扁薄类齿坯辅助脱模机构

常规设计采用图 5 的模具结构，在锻造完成后，

根据锻件发生顶出变形的原因分析以及对现有模

顶芯将锻件顶出时锻件中心受力，外部法兰跟模具存

具结构的剖析，解决锻件顶出变形的切入点就在于如

在脱模力，此时形成一个类似杠杆的原理，但受锻件

何降低顶出时力矩大的问题。在锻件的法兰面上增加

图纸要求辐板厚度有限，内外力矩导致辐板发生扭曲

一定的顶出力，这样力矩将大大降低，从而减小顶出

变形，热镦机高速运转，严重变形后由于传递不准确

过程中的杠杆力矩，进而防止了锻件顶出变形的发生。

导致设备报故障，四工位冲孔模具撞坏。不仅产品质

图 6 是我们开发的扁薄类齿坯锻件的辅助脱模机

量合格率低，设备的停工台时会增加，人工劳动强度

构。原理说明：凹模环、凹模镶块、顶出环构成锻件

单一顶出

力矩大

辐板薄

锻件变形

锻件复杂

成形工艺

模具质量

图 4 锻件顶出变形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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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凹模型腔，顶芯是锻件的主要顶出件，顶出力从中
间传过来。件 1、件 2、件 3 构成辅助顶出机构 ( 件
1- 顶出环，件 2- 传动杆，件 3- 弹簧 )，辅助脱模
力由预紧弹簧提供。凹模分块可以使凹模镶块套重复
使用，降低模具加工成本。在靠近锻件的外缘处增加
14

辅助顶出机构，无锻件坯料时顶出环通过预紧弹簧顶

13

出 6 ～ 10mm。当有锻件坯料成形时，锻件坯料会将

12

此 6 ～ 10mm 的量顶回到成形位置。成形完成，冲头

11
10

侧的模具回程。此刻中间顶芯还没起顶出作用，在弹

9
8

簧的作用下，顶出环会给锻件外缘一个向外顶出的力，

7
6
5
4
3

用于减小侧壁摩擦力及粘模力，这样中间顶芯顶出时，
锻件顶出受到的力矩就会变小，锻件在薄辐板处不会
发生变形，从而使锻件尺寸满足要求。

2

结束语

1

通过分析锻件发生顶出变形的原因以及剖析现有
图 5 常规的模具结构

模具结构，开发出扁薄类齿坯辅助脱模机构，通过弹

1- 凹模环 2- 凹模 3- 凹模垫块 4- 凹模套 5- 键 6- 螺钉
7- 定心垫块 8- 键 9- 顶芯 10- 顶芯顶块 11- 凹模座
12- 压盖 13- 凹模座垫块 14- 凹模顶杆

性复合顶出机构降低锻件顶出时受到的力，很好地解
决了扁薄类齿坯锻件顶出时发生的变形问题，与其
他改进方案相比，模具结构简单，使用现有模
具改制即可，同时可以快速应用到同类产品，
有很大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目前该结构
已经在我公司多种类似产品中推广
使用，效果和收益显著。此次改
进方案的实施，使我公司产
品质量得到了提升，同时
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弹
簧

件3

适应了市场的发
展需求。

件2
传
动
杆
件1

凹模
镶块

凹模
镶块套
顶
出
环

凹模环

图 6 扁薄类齿坯锻件的辅助脱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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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锻毛坯成本的计算方法

王 晶 森，成 本 工程
师，主要从事汽车底
盘和动力总成零部
件 的 成 本 核 算。历
任长春喜佛地铝铸
锻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总工程师、采埃孚
（中国）锻造与成形
高级成本工程师。

文 / 王晶森·江苏赛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成

本计算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计算中为了

费，在一个成熟的锻造生产线，其成本最多只能占

考虑周全，尽可能从工艺的角度出发。当

到 0.5%。材料管理费包含材料的研发、采购、仓储

拿到一张图纸的时候，如果您是投资人、

等相关费用，对新开发的材料的管理费用应该取值

销售员、采购员，最关心的是零件的价钱。本文从成

为 3%，不需要新开发的材料其取值为 2%。变形铝

本工程师的角度出发，介绍如何计算铝锻控制臂毛坯

的飞边比重熔铝有更高的回炉价值，推荐用 95% 的

的成本。出于商业考虑，本文只介绍计算方法，不展

A00 基价计算单价。

示零件，读者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

本文以挤压棒原材料成本为例，介绍了锻件原
材料成本核算的基本公式。挤压棒原材料成本 =( 材

原材料成本

料消耗 × 棒料单价 - 废料单价 × 废料重量 )+ 废

材料消耗的计算中要考虑辊锻工艺和粗晶，是否

品费用 + 材料管理费。如 2.1kg 的锻件，材料消耗

应用辊锻工艺直接影响了材料消耗。一种观点认为应

4.1kg，A00 基价 12.6 元，棒料价格 18 元，原材料

该尽可能使用辊锻工艺来减少材料消耗；另一种观点

成本可计算为：(4.1×18-(4.1-2.1)×12.6×95%)

则认为能不用辊锻生产的粗细均匀的零件，应尽量减

×1.05×1.02=53.4( 元 )。

少辊锻工艺的使用。材料消耗绝对不是越少越好，无
限的减少飞边不利于控制粗晶。

工序成本

一般认为，2 ～ 3kg 左右的铝锻零件飞边厚度是

Cycle time 是工业生产中生产力水平的标志，理

4mm，宽度 30mm 以上，在飞边之外还有一些不规则

论上设备越好，工艺水平越高，cycle time 就越短，

废料，推荐的平均飞边体积是 5mm 厚 40mm 宽。如

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强，也容易得到客户的信

果不使用辊锻工艺，应取零件的最大横截面积计算棒

任。在锻造行业，我们习惯上用秒为单位，计算中把

料的直径，棒料的长度取零件最长位置的 80%。此

秒转换成小时。反复论证的 cycle time，是以秒为单

外，材料消耗还要考虑下料时的锯口和料头料尾的损

位精确到上料、加工、下料的每一个动作。以某铝锻

耗，例如已知锯口宽度为 3mm，料头、料尾共去掉

控制臂工艺流程为例，把工序分解之后进行成本分析，

200mm，就可以计算一根棒料的成品率。

铝锻控制臂工艺流程分解见表 1。

废品费用是每个工序的废品和检测造成的材料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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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元； 人 工 成 本 为 0.078 元。OP10 工 序 成 本 为

表 1 铝锻控制臂工艺流程分解

(0.25+0.078)×1.15=0.38 元。

序号

工艺

OP05

下料

OP10

锻前加热

自动化，采购原值 4500 万元，cycle time 16s，操作

OP15

( 辊锻 )、折弯、预锻、终锻、切边

工费用每小时 45 元，操作工 1 人；班长费用每小时

OP20

固溶、时效

50 元，班长 1 人；设备维护 1 人，每小时费用 50 元，

OP25

冲孔

OP30

酸洗和渗透探伤

OP35

抛丸

OP40

目视检测和硬度检测

⑶ OP15 工序成本。2500t 锻压机和切边机及其

国产模具寿命：折弯模具 10000 元 /500000pcs，预
锻 模 具 150000 元 /70000pcs， 终 锻 模 具 150000 元
/70000pcs，切边模具 100000pcs/300000pcs。每小时
固定成本为 901 元；每小时可变成本为 513 元；设
备费用为 6.28 元；人工成本为 3.64 元；Tooling 分
摊为 4.64 元。OP15 工序成本为 (6.28+3.64+4.64）
×1.15=16.74 元。

本中，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管理需要用 10 年或其他

⑷ OP20 工序成本。每小时固定成本为 161 元；

折旧年限。铝锻多数工序都是热加工，可变成本中的

每小时可变成本为 121.25 元；设备费用为 0.47 元；

能源计算显得尤为重要。表 2 从固定成本、可变成本、

人 工 成 本 为 0.058 元；Tooling 分 摊 为 0.4 元。 注：

人工成本、Tooling 分摊和其他管理费 5 个方面，分

固 溶 炉 和 时 效 炉， 采 购 原 值 800 万 元，cycle time

析工序成本主要参数的内在含义。工序成本 =( 设备

6s，人工费用每小时 45 元，操作工 1 人；把 2.1kg

费用 + 人工费用 +tooling 分摊 )+ 其他管理费，其中

的铝从 20℃加热到 530℃需要的热量是 942.48kJ。

设备费用 = 设备小时费率 ×cycle time，人工费用 =

OP20 工序成本为 (0.47+0.058+0.4)×1.15=1.07 元。
⑸ OP25 工序成本。每小时固定成本为 40.25 元；

人工小时费率 ×cycle time。

计算举例

每小时可变成本为 36.8 元；设备费用为 0.26 元；

⑴ OP05 工序成本。每小时固定成本为 270000×

人工成本为 0.12 元；Tooling 分摊为 0.25 元。注：

1.2/10/300/20+20000000/20/300/20/10000×40=

冲孔工序可以选择热冲，在切边工序完成，也可以

6.07 元；每小时可变成本为 20×0.6×0.7+270000

选择冷冲。120t 锻压机，采购原值 200 万元，cycle

×0.06/300/20=11.1 元；设备费用为 (6.07+11.1)

time 12s， 人 工 费 用 每 小 时 35 元， 操 作 工 1 人。

×6/3600=0.03 元；人工成本为 35×6/3600=0.058

OP25 工序成本为 0.72 元。

元；Tooling 分摊为 1000/20000=0.05 元。OP05 工序

⑹ OP30 工 序 成 本。 每 小 时 固 定 成 本 为 38.17

成本 (0.03+0.058+0.05)×1.15=0.16 元，注：锯口

元；每小时可变成本为 40.6 元；设备费用为 0.33

损失已经在原材料中计算，这里不重复计算。

元；人工成本为 0.36 元；Tooling 分摊为 0.24 元。
3

⑵ OP10 工 序 成 本。 铝 的 比 热 是 0.88×10 J/

注：酸洗和渗透探伤线，采购原值 280 万元，cycle

(kg·℃ )，把 4.1kg 铝从 20℃加热 530℃需要的热量

time 15s，人工费用每小时 35 元，操作工 2.5 人，

3

是 1840.8kJ ，天然气 1m 完全燃烧约释放 36000kJ

渗 透 探 伤 液 计 算 在 Tooling 中， 市 场 价 75 元 /L，

热 量，0.8 是 保 温 中 的 热 量 损 失，0.6 是 炉 子 的 效

耗材附着在零件的表面积上 0.2mm，其余耗材增加

率，每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为 3 元。每小时可变成

10% 的系数 . 环保增加 20% 的系数。OP30 工序成

本 为 36000×0.8×0.6/1840.8×3+1200000×0.06/

本 (0.33+0.36+0.24)×1.15=1.07 元

300/20=40.16 元；每小时固定成本为 16.67 元 ( 具

⑺ OP35 工序成本。每小时固定成本为 16.5 元；

体计算步骤同 OP05 不再赘述，下同 )；设备费用为

每小时可变成本为 45.6 元；设备费用为 0.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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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序成本主要参数内在含义

固定成本

设备折旧应包含设备安装的费用，即设备从验收到投产前几个月的时间里的费用，建议增加 5%；
设备折旧应充分考虑设备的地基及其他费用，如沿海城市需要的地下打桩费用；
设备折旧应包含公用工程的分摊，如厂房建设费用及取暖设施；
每小时设备固定成本计算公式：设备成本 ×1.2÷ 设备寿命 ÷ 每年工作天数 ÷ 每天工作小时数
厂房每小时分摊固定成本计算公式：厂房建设费用 ÷ 建造平米数 ÷ 预计使用年限 ÷ 每年工作天数 ÷ 每天工作小时数 ×
设备占用平米数

可变成本

设备投资额的 3% 作为年维修费用分摊到零件；
设备投资额的 3% 作为年备件费用分摊到零件；
精确计算棒料从 20℃加热到 530℃需要的热量，并考虑炉子的效率；
换模的费用；
设备对电能、燃气等能源的消耗；
每小时可变成本包括设备消耗电能和设备维护费用；
设备每小时耗能费用：设备最大功率 × 实际使用率 × 电费单价
设备维护费用公式：设备成本 ×（维修费用 + 备件费用）÷ 每年工作天数 ÷ 每天工作小时数

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除了操作工的工资，还应该考虑辅助人工及脱产的班长等人的工资；
人工成本不是人工到手的工资，还应该包含社保和个税；
操作工人数应充分考虑兼职；
人工成本：每小时人工工资 ÷3600× 每件生产需要秒数

Tooling 分摊

辊锻、折弯、预锻、终锻、切边、冲孔模具分摊；
对于没有模具的工序也应该考虑 Tooling 费用分摊，如热处理的器具；
对于有昂贵耗材的工序，建议把主要耗材放在 Tooling 中计算，如渗透探伤
重要的刀具分摊、冲头分摊；
周转器具分摊

其他管理费

其他管理费是生产线上无法分摊的费用的总和，在以上费用的基础上至少加 15%，对于难度高的零件，如铝锻转向节、三
角臂、U 型臂、建议加 15% ～ 20%。
举例：
关于零件的工程师做前期质量策划 APQP 的费用；
关于零件的工厂设计的费用，买设备的管理费；
关于零件的工厂建设初期无法批量生产的费用；
样件调试的费用；
样件试验的费用；
操作工培训的费用；
质量体系和审核的费用；
低于 0.3% 的废品率

人工成本为 0.58 元；Tooling 分摊为 1 元。注：抛丸

结束语

机，采购原值 120 万元，cycle time 12s，人工费用

考虑综合 OEE 和废品损失，增加 2% 的系数，即

每小时 35 元，操作工 2 人，耗材损失为铝丸，价格

为 22.83 元，生产成本的合计为 76.23 元。公司级的

40000 元 / 吨，每吨寿命约为 40000pcs。OP35 工序

管理费包含 office 职能部门的服务费，如设计、销售

成本 (0.21+0.58+1)×1.15=2.06 元。

等，一般设置为生产费用的 8%，利润一般为原材料

⑻ OP40 工 序 成 本。 每 小 时 固 定 成 本 为 2.17

的 1%，加制造费用的 6%。在不计算包装和仓储物

元；每小时可变成本为 3.6 元；设备费用为 0.01

流费时，此三角臂毛坯出厂成本价格是：76.23+22.8

元； 人 工 成 本 为 0.058 元。 注： 目 视 检 测 和 硬 度

3×0.08+53.4×0.01+22.83×0.06 =79.96 元。

检 测， 采 购 原 值 15 万 元，cycle time 6s， 人 工 费

成本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给管理者参考，降低成

用 每 小 时 35 元， 操 作 工 1 人。OP40 工 序 成 本 为

本会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主动权，主要考虑方

(0.1+0.058)×1.15=0.18 元。

面有降低原材料消耗；铸棒代替挤压棒；合理使用

⑴～⑻相加，得出综合工序成本为 0.16+0.38+
16.74+1.07+1.07+0.72+2.06+0.18=22.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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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轴锻造弯曲模
钉子形顶杆的应用
文 / 胡学星，房田振，王夕锋，李臣栋·山东省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锻造厂

车转向桥在车辆的前端，承受垂直载荷和

汽

因辊锻工艺所需圆钢长度精确要求 L（上差 +2、下

纵向力、侧向力，主要由前轴、转向节、

差 0），端面平整垂直，倾斜角度≤ 3°，不得有毛

主销、车轮四部分组成。前轴是汽车转向

刺结疤。采用卧式带锯床或圆盘锯下料，将原材料切

系统重要的零部件，两端安装车轮，车架所受的垂直

割成所需的尺寸，锯床存在一定的锯口损耗，再给钢

载荷通过前轴传递到车轮，传递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各

厂定料时需根据设备锯口损耗考虑适当加长。

项作用力及所产生的弯矩和扭矩。

⑵加热。一般采用中频感应加热炉，根据圆钢直

作为主体零件的前轴是用钢材锻造，前轴中间为

径长度，设定电压频率控制加热时间，将圆钢加热至

工字形截面以提高其抗弯强度，为提高其抗扭强度，

1150 ～ 1200℃左右 ( 心表温差、首尾温差小于 50℃

接近两端略呈方形，两处弹簧座用以支撑钢板弹簧的

的锻造温度 )。测温系统采用远红外测温仪和火色对

加宽面，两端各有一个加粗部位成拳头形。

照表进行监控，对加热材料进行分选，出料时分选装
置根据加热后材料温度值，自动分选出温度低和温度

辊锻成形工艺

高的圆钢，实现加热温度精准控制，避免材料加热过

汽车前轴辊锻成形工艺日趋成熟，采用整体辊锻

高或过低出现内部组织晶粒的不均匀，影响产品的内

模锻复合工艺，它是在辊锻成形工艺的基础上，引入

部组织性能。加热合格的材料经喂料装置，进入下道

模锻工艺，汲取各自优点，组成优于两者的新工艺，

生产工序。

该工艺适用于各类轻、中、重型汽车前轴锻件的生产，

⑶辊锻制坯。采用 GD1000 辊锻机，进行三道次

为少投入、高质量、大批量生产复杂类汽车零部件探

辊锻制坯。辊锻是回转锻造的一种，材料在一对反向

索了一条新途径。前轴工艺流程为：原材料下料→加

旋转扇形模具的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得到所需锻坯

热→辊锻制坯→弯曲、成形→切边→校正。

的成形工艺。在第一工位机械手夹持坯料，辊锻模旋

⑴原材料下料。前轴一般利用圆钢作为初始材料，

转一周实现分料；机械手顺时针旋转 90°后移动到

直径和长度需要根据锻件的截面尺寸和主销距长度设

第二工位，辊锻模旋转一周对弯脖、板簧面、工字梁

计出来。不同型号前轴所需圆钢直径、长度不一样。

进行预成形；移动到第三工位辊锻模旋转一周，对工
2020.11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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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梁部位进行长度拉长完成制坯。
⑷弯曲、成形。采用 10000t 摩擦压力机进行弯曲、

行对直坯锻件进行压弯，模具闭合锻件完成变形后滑
块上行，弯曲模下两个顶料杆升起将锻件从模具顶出，

成形两步操作。此工序是锻件终锻成形的关键工序，

机械手将锻件夹持，顶杆落下将锻件放进成形模，滑

为使锻件弯形到位，内部组织紧实，锻件外观光滑，

块再次下行对锻件进行终锻成形。顶料杆下方是液压

边角 R 弧等处棱角分明，故需要较大吨位的设备。弯

油缸，升起时油缸将顶料杆顶起，落下时油缸卸压回

曲、成形模具采用复合模具，一边弯曲模将直坯弯曲

位，顶料杆靠重力下落，锻件在每次压弯变形时都会

为锻件形状，另一边成形模膛将弯曲后的锻件和机械

有一层氧化皮脱落，随着弯曲顶杆升起落下使用次数

手夹持部位压制出锻件整体形状，此工序是锻件终锻

的增加，氧化皮会进入顶料杆和模具之间的缝隙，造

成形的关键工序。

成下落时卡滞不能回位，需停机将氧化皮清理彻底后

⑸切边。采用 1600t 电动螺旋压力机，对成形后

再生产，费时费力耽误正常生产。

锻件进行飞边切除，以锻件分模面的外轮廓为凹模刃

原因分析

口，冲头与刃口单边预留足够间隙，切边前调整设备

改进前顶杆为圆柱 ( 图 2)，顶杆与弯曲模具之

的压下行程，合模状态冲头将锻件从凹模冲出刃口型

间单边间隙为 0.15 ～ 0.2mm，会不可避免的进入氧

腔，完成终锻成形后，飞边与锻件轮廓分离。

化皮，锻造工艺要求坯料在高温状态下进行生产，所

⑹校正。采用 1600t 电动螺旋压力机，对切边后

以一旦“卡滞”就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否则就会生

锻件直线度进行校直，为后工序加工做好准备。为克

产出废品。该问题造成生产效率降低，废品增多，急

服锻件的回弹保证校直的效果，校直时上下模具分模

需重新设计一种新的结构，消除顶杆和模具之间的间

面闭合，模具型腔内底面和锻件接触使锻件直线度

隙，使“卡滞”现象不再出现。

≤ 1.5mm，设计时模具型腔侧面和锻件侧面周边设
计 1 ～ 2mm 间隙，保证校直效果和便于校正后锻件
出模。

弯曲、成形工艺的改进
前轴中间部位向下弯曲形成凹形，其目的是使发
动机位置得以降低，从而降低汽车质心，减小传动轴
与变速器输出轴之间的夹角，汽车前轴零件如图 1 所
示。下面重点介绍锻件在弯曲时，弯曲模下顶料杆回
位时卡滞现象的解决措施。

改进前
坯料辊锻制坯完成后，锻件进入弯曲模，滑块下

图 1 汽车前轴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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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顶杆改进前

专题 报道
Features

表 1 改进前后效果对比
序号

改进前

改进后

对比效果

1

每班因顶杆卡滞停机 3 次

每班因顶杆卡滞停机 0 次

每班减少停机次数 3 次

2

每班 8 小时生产 160 件前轴

每班 8 小时生产 190 件前轴

生产效率提高 18.75%

3

平均每周因停机造成废品 3 件

平均每周因停机造成废品 0 件

每周减少废品 3 件，每月 12 件

图 4 24°的圆锥面和模具配合

图 3 改进后钉子形顶杆

改进前和改进后的效果对比见表 1。以我公司生
产的 151633 型号的前轴为例，每件产品成本价格约
为 860 元，每月减少 12 件因停机造成的废品，每月

改进措施

可创造价值 10320 元。

随着新产品的开发和日常调试模具经验的积累，
经一年多的摸索和实践，发现将顶杆简单的圆柱形改
为钉子形结构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为此重新设计了一

结束语
经实际生产验证，该钉子形顶料杆完全克服了生

款钉子形顶杆（图 3），该顶杆上端面和模具型腔一致，

产过程中的顶杆卡滞现象，轻便小巧，制作简单，

24°的圆锥面和模具配合 ( 图 4)，顶杆的锥形凸面

减 少 了 废 品 的 产 生， 提 高 了 工 作 效 率， 中 间 添 加

和模具的锥形凹面接触后无缝隙，成功阻断了氧化皮

φ 20mm 通孔便于提起搬运。目前开发的前轴产品模

的进入，下端圆柱和模具周边间隙加大为 3mm，顶

具均采用该钉子形结构，它的成功应用，对模具行业

起和落下时间隙变大生产过程更加顺畅。

的顶杆设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020.11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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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锻压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

勇于创新，厚积薄发
文 / 贾亚莉·FM 记者

智

能制造是全世界都在思考的工业变革，包

司（机电研究所）锻压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勇，

括美国的重振制造业计划，德国的工业 4.0，

请他给我们介绍机电研究所是怎样协助锻造企业实

欧盟的第七框架地平线 2020 计划，日本的

现智能制造的。

I-JAPAN 战略，以及我国的“中国制造 2025”。智
能制造推进了锻造行业的洗牌，一些小微型企业在制

求真务实，勇当先锋

造装备、产品质量、生产能耗、生产效率方面都越来

机电研究所是国内较早组织科研创新团队展开面

越不具备竞争力。今年特殊的形势促使很多锻造企业

向汽车、航空航天、兵器等领域关键零部件精密锻造

更加迫切的去推动智能制造建设，减少对人工的依

成形智能化相关工作的单位之一。最近五年，先后完

赖，同时也更加注重推进柔性自动化生产线的应用，

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高档数

从而能更好地应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波动。2020

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智能制造新

年 4 月，我们杂志有幸采访了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

模式应用项目等 10 余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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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机电研究所在锻造智能化方面取得的成果

联网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体现。而数字化网络化

时，孙勇介绍到：“我们成功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

智能化制造是在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的先进信

权的智能锻造单元集成控制系统、数字化锻造车间精

息技术的共同驱动下，融合大数据智能、人机混合增

益制造执行系统、多通道多协议的多源异构数据采集

强智能、群体智能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新一

系统等多项成果，拥有软件著作权 17 项，科研成果

代智能制造。

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机械科学研究总

谈及在锻造行业的智能制造项目时，孙勇说到：

院技术进步一等奖。建立并验证了完整的锻造行业智

“我们符合了智能制造三个基本范式的内在规律，一

能工厂体系，形成了适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化智

方面，三个基本范式各有自身阶段的特点和重要解决

能制造技术，并成功在三环锻造、正兴车轮、华唐铝业、

的问题，体现了先进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发

天津立中合金、安大航空锻造、景航铸锻等 20 余家

展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三个基本范式在技术上

企业推广应用，极大推动了行业自动化、数字化、智

是次第展开、相互交织、彼此迭代升级的，对于我国

能化的技术进步。”

锻造行业而言，应采取三个基本范式并行推进、融合
发展的技术路线，是我国作为新兴工业国家实现弯道

深钻细研，引领智造

超车的关键。”

近几年随着对智能制造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国工

孙勇接着通过四个做过的项目，阐述三个范式的

程院正式提出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三个基本范式——数

内在关系：“我们最早的智能制造专项‘年产百万件

字化、数字化网络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

曲轴的锻造数字化车间的研究’，建成百万产能的锻

不仅仅体现在制造装备的数字化程度，更涵盖了产品

造数字化车间，研发了机器视觉在线检测技术，构建

全生命周期的全流程数字化，其中包括数字化设计、

了数字化车间网络互联架构和数据采集系统，对设备、

建模仿真和信息化管理。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是推动互

质量和能源进行管理。在之后的智能制造专项‘汽车

锻造智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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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中控中心

复杂锻件智能制造新模式’，我们研发了三维在线测

实现智能制造的过程中会衍生出多种新的技术，比如

量技术，并基于 ISA95 模型，以 MES 系统为核心，

热态下工件表面标识技术、三维尺寸测量技术、机器

集成了世界一流的 SAP 的 ERP 系统、Siemens 的 PLM

视觉技术等。如何突破这些新难题？孙勇说，“我们

系统，构建了完整的智能工厂信息化系统，对工单和

会设立专门团队，通过与武汉惟景、武汉雷恩波、济

物料进行全面管理，形成了准时生产、精益生产和敏

南东科、康耐视等专业公司合作，深入研究、反复试

捷制造的锻造智能化车间软件体系。我们做的第三个

验，在多个工业现场验证，最终突破了多个热成形过

智能制造专项‘商用车铝合金车轮智能制造新模式应

程中技术难点并形成了成套技术。”

用’，突破基于激光标识系统和机器视觉识别系统的

智能制造在智慧工厂范畴内的承担主体是 MES，

单件物料全流程追溯技术；构建了连接车间所有设备、

而 MES 是对整个车间制造过程进行优化管理，从而

传感器、仪表、终端、看板的完善的数字化车间网络

实现精益制造。但在锻造行业，缺乏懂业务、懂流程

架构，实现单班次百万级数据采集，建立了大数据基

的精益专家，造成实施主体在软件开发时，系统实施

础的智能工厂运行评价体系。在实施第四个智能制造

不落地，解决不了限制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在谈到

专项‘锻旋铝合金轮毂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时，我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孙勇说“在经历了若干的研究

们建立了‘绿色制造与智能制造的集成应用’、‘基

和探索后，我们以具备精益制造思想的德国 MES 平

于全国产智能装备的柔性制造和网络制造’、‘面向

台为基础，利用其积累了 40 年的行业经验，将其与

定制化需求的软件集成’的智能制造新模式。经过四

企业现有的 IT 环境高度集成，实现从管理层到生产

个智能制造专项的设计和实施，我们逐步形成了锻造

车间层的管控透明化，并在其基础上建立了适合锻造

行业较为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

行业和企业的精益制造管理流程和体系。”
智能制造的核心是工业软件，工业软件是工业知

紧密合作，借力互赢
实现智能制造不是简单的系统集成，在锻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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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工作经验和技术诀窍的集大成者。Deform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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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ES、ERP、PLM 软件方面，普遍缺乏锻造行业工

关注 IT 技术。IT 技术不是不重要，但是明确的需求

业知识和经验，再先进的 IT 技术，都无法实现锻造

分析、清晰的流程梳理、完善的精益体系更重要。精

行业的智能制造。这是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难题。孙勇

益是对生产中的过度生产、等待、物料转运、库存、

带领团队参考石化盈科、上海宝信、兰光创新等具备

缺陷返工进行聚焦，并由 MES 提供各种量化的方法

行业工业知识和经验的软件公司，在石化、钢铁冶金、

和工具，来消除问题，以实现高效、高质、高一致性、

机加工等行业领域的成功案例。同时依托机电研究所

低耗的高性能制造。⑶ IT 与 OT 的不融合，也就是自

在行业实施的众多项目，积累行业大数据、故障案例，

动化系统（PLC、DNC 等）与信息化系统不融合。很

搭建锻压装备远程运维云平台。研究机器学习的锻造

多企业负责 OT 的是设备部门，他们关注的是设备和

工艺参数迭代优化方法，将锻造行业的工艺知识和经

生产线的正常运转，认为 MES 是信息化部门的事情，

验通过沉淀、积累、固化，形成完整的适用于锻造行

在建设的时候，也是分开考虑的，这就是一个误区。

业的工业软件体系。

之前 OT 与 IT 的融合是存在一些技术壁垒的，但随着
OPC UA 技术、基于中间件的多协议转换技术、边缘

优化流程，精益求精

计算技术的兴起，这些技术壁垒很容易被打破。而 IT

在谈及锻造企业上 MES 系统时，孙勇指出普遍

与 OT 的融合，就是通过打通制造执行系统与运营管

存在的三大误区。⑴盲目追求“大而全”，做“大而

理系统之间的数据链路，并将两者整合在一个统一的

全”的 MES 会湮没主要目标。很多企业在第一次做

信息平台上，从而帮助企业提升在生产管理、运营决

MES 时，MES 有的工单计划、设备、能源、质量、物

策与制造执行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料等十一个模块一起上，每个模块设计几个功能，就

MES 与 ERP、PLM 及自动化系统相集成，是目前

开始实施了。这样往往导致需求蔓延，实际上是需求

公认的智能制造的整体架构。孙勇及其团队基于精益

不清晰。把精力投入在无价值或价值不大的业务流程

制造的思想和以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为目标，为锻

上，并且每一个流程或功能又不能深入，这样的实施

造企业设计了精益制造的流程、评价体系和指标，主

效果往往非常差。⑵注重 IT 技术和 IT 人才，缺乏精

要包括以下五点：⑴了解下料、锻造、热处理、机加

益专家和精益的管理体系。很多企业信息化部门过分

工、后处理等工序工作中心的标准产能，分析全制造

智能工厂
建设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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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的产能匹配，找出瓶颈工序。确定推动，拉动或
推拉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热处理炉的最佳经济生产规
模、坯料的最优安全库存。⑵在 ERP 制造 BOM 的基
础之上确定工作中心。根据订单总量、准订单，确定
MPS（主生产计划），继而由 MRP 结合能力需求计划
计算、BOM（物料清单）、库存信息生成各工作中心
生产任务。⑶利用图形化排产工具，把工作中心的生
产任务分配到各生产单元，产生工单，并以工单为虚
拟载体集成产量、生产效率、废品率、设备利用率、
团队照片

能源消耗等信息，以物料为实际载体集成原材料到成
品的全流程质量信息。⑷现场可视化看板展示并启动
工单，依托 IT 与 OT 的融合，实时采集生产进程、设
备利用率、废品率、能源消耗、工艺参数、质量等数

至今的 27 年时间里，我一直在科研院所这个系统。

据，工单完成后自动报工，并根据运输产品数量和目

“作为研究生导师，很清楚从事智能制造的人

的地的不同生成不同的运输工单，实现中间在制品的

才，要学会打破应试教育模式下的被动学习思维，培

透明化，提高中间在制品在各工作中心的流转效率。

养自身创新意识。我在对研究生进行培养时，一方面

⑸以锻造单元计划完成率、各工作中心的 WIP（在制

注重培养科研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工程实践

品）数量、各设备生产时间，停转或空转时间、单件

能力。在科研创新能力方面，我们目前正在重点研究

能耗、班组废品率、物料周转率、订单完成率等评价

OPC UA、5G 工业应用、数字孪生和锻造行业云平台

指标，综合评价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并依据透明化、

等技术，需要研究生保持对热点技术的敏锐力和创新

指标化数据优化生产过程，实现精益制造。

力；而作为一名智能制造的复合型人才，很多新技术、
新方法、新理论都是依托科研项目在工业现场进行反

一专多能，科研创新
智能制造是先进制造技术与先进信息技术的深度

复试验验证的，因此具有良好的工程实践能力也是我
培养的目标之一。”

融合，在锻造行业甚至其他制造行业，未来都需要多
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既要掌握锻造工艺、成形装

结束语

备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也要掌握控制、优

在采访的最后，孙勇说道：“行业内一部分企

化和调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既要有扎实的基础学科

业家更加重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比如应用了

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也要了解人工智能基本理论

PLM、ERP、MES 的企业，在常态下帮助企业提高员

和方法；既要能熟练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分析问题、

工的协作效率，提高生产与运营的透明度。一部分企

解决问题，更要注重培养自身发现问题的能力。

业家增加了对基于工业互联网的远程智能服务需求，

孙勇介绍到：“我 1993 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

通过增强现实 AR 等技术进行远程指导，以及对设备

电子工程系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分配至北京机电研

运行状态监控进行预警等智能服务。”今年虽然是面

究所参加工作，后来在机械科学研究总院读了研究生，

临严峻挑战的一年，但也是引起了制造企业对智能制

拿到了博士学位。在工作的前期，从事锻压装备的交

造更加重视的一年，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一年。“谁

直流传动、伺服控制、PLC 控制。2006 年开始从事基

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相信经受住这次

于现场总线的锻造自动化生产线集成控制工作。2013

疫情考验的锻造企业，未来会越做越好。

年开始从事锻造行业智能制造相关工作。从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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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模锻行业企业
调研报告（上）
文 / 中国锻压协会

为

2019 年模锻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锻压协会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北京、天津、山东、

占比 45.16%，持平企业占比 29.03%；同比 2018 年

河南、湖北、江苏、安徽、辽宁、山西、广东、吉林、

增加的企业占比 36.67%，减少企业占比 33.33%。

上海、浙江和陕西等地区的模锻企业领导和行业专家

行 业 形 势 方 面， 环 比 上 半 年 选 择 增 加 的 企 业 占 比

进行了咨询调研。

41.94%，减少的企业占比 35.48%；同比 2018 年减

了更加准确地了解 2019 年度国内模锻行业
的经济运行情况，分析预测 2020 年度行业

国家经济及行业形势

发展趋势，更好地服务于模锻企业。中国

国家经济形势方面，环比上半年选择增加的企业

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 2019 年模锻

少的企业占比 36.67%，增加的企业占比 33.33%。

行业经济运行情况总结、2020 年发展趋势预测。第

表 1 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国家政策积极向好，模锻行

二部分为专家观点，内容包括行业研究方向、行业热

业 2019 年下半年稳中有增，但是相较于 2018 年，行

点、难点、客户需求等，仅供行业同仁参考。

业现状略有下降。

表 1 国家经济及行业形势分析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国家经济形势

45.16%

29.03%

25.81%

36.67%

30.00%

33.33%

行业形势

41.94%

22.58%

35.48%

33.33%

30.00%

36.67%

注：比值 = 企业投票数量 / 参与调研企业总数量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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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锻企业销售情况

持平和下降的企业各占 41.67%。模锻行业内部相互

⑴销售额。环比上半年，模锻企业中销售额增加

压价竞争，锻件价格下滑，企业利润下降，中小企业

的占比 67.86%。但同比 2018 年，销售额增加的企

生存压力增大。

业仅占 39.29%，超过六成的模锻企业销售额持平或

模锻企业投入

减少。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模锻企业都认识到了提升企

⑵出口情况。模锻件出口情况统计，环比减少的

业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重要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行业

企业占 37.50%，同比减少的企业占 41.66%，同比

内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比 2018 年，75% 的企业增加

增加的企业仅占 16.67%。

了自动化设备，或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近半数企业

⑶产品价格。2019 年模锻企业产品价格下滑比

加大了资金投入力度，建设数字化模锻工厂。针对企

较明显，不论是环比上半年，还是同比 2018 年，约

业近年来量增利减的情况，六成以上的企业增加资金，

9 成企业都选择价格持平或下降。结合销售额数据可

用于新产品研发。提质、增效是中国制造业追求的目

以看出，企业存在量增利减的情况。

标，无论是提升需求、刺激消费，还是扩大供需，保

2019 年模锻企业销售情况较 2018 年而言，涨

持产品的竞争力，必须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

幅较少，但就 2019 年整体来说，下半年销售情况明

的质量和可靠性。

显好于上半年 ( 表 2)，企业销售额稳中有升。国家

市场需求

统计局发布的 2019 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 1 美元兑

2019 年汽车行业累计销量同比增速为 -8.2%，

6.8985 元人民币，比上年贬值 4.1%。受人民币贬值

连续两年负增长，三四季度降幅逐步收窄，2019 年

以及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出口情况同比 2018 年

第四季度汽车整体销量同比增速为 -2.5%，前三季

表 2 模锻企业销售情况分析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销售额情况

67.86%

14.29%

17.85%

39.29%

32.14%

28.57%

出口情况

33.33%

29.17%

37.50%

16.67%

41.67%

41.66%

产品价格

6.90%

48.28%

44.82%

10.34%

44.83%

44.83%

表 3 企业投入分析
2019 年下半年与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新增自动化设备

60.72%

32.14%

7.14%

76.92%

19.23%

3.85%

现有设备改造

69.23%

30.77%

0.00%

75.00%

25.00%

0.00%

数字化

44.00%

52.00%

4.00%

47.83%

52.17%

0.00%

新产品研发

66.67%

26.67%

6.66%

60.72%

32.14%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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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别为 -11.3%、-13.5%、-5.5%。受汽车行业

40% 的企业有所增长 ( 表 4)。

影响，2019 年以汽车配套为主的模锻企业下行明显，

企业人员情况

同比 2018 年，50% 的企业选择较差。

技术工人匮乏，人才年龄断层，招不到人，留不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解决城市出行问

住人，一直是模锻行业内存在的难题。当前，不仅缺

题，城市轨道交通成为了最佳方式之一。这也带动了

少锻造技术人才，也缺少优秀的、高素质的锻造操作

配套该行业的模锻企业，71.43% 的企业环比上升，

工人，锻造行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紧张局面。

69.23% 的企业同比上升。国家大力发展国防军工及

2019 年下半年同比仅 18.52% 的企业技工数量增加，

航天航空行业，生产研发国防军工、航空航天锻件的

超过半数企业技工数量持平，25.93% 的企业技工数

企业全部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稳中有升。石化、海

量下降。

工装备方面保持平稳的发展，80% 的企业同 2018 年

2020 年模锻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持平。
农业机械行业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同比 2018 年，

此次问卷调查于 2020 年春节前进行，行业发展

55.56% 的企业发展持平，33.33% 的企业有所减少。

趋势预测未考虑到疫情的影响。2020 年 2 月 20 ～ 24

工程机械行业略好于农机行业，但总体态势也不容

日，中国锻压协会通过函询和电话咨询的方式，对

乐观，仅 27.78% 企业环比增加，29.41% 的企业同

20 家国内锻压企业进行调查，从行业整体看，年前

比增加。其他行业基本持平，2019 年下半年环比，

形成的市场压力因素没有缓解，仍在增强。当前值得

表 4 模锻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汽车行业

35.71%

39.29%

25.00%

33.33%

16.67%

50.00%

轨道交通行业

71.43%

21.43%

7.14%

69.24%

15.38%

15.38%

国防军工行业

61.54%

38.46%

0.00%

66.67%

33.33%

0.00%

航空航天

50.00%

50.00%

0.00%

45.45%

54.55%

0.00%

石化、海工装备

18.18%

81.82%

0.00%

20.00%

80.00%

0.00%

农业机械行业

9.09%

45.45%

45.46%

11.11%

55.56%

33.33%

工程机械行业

27.78%

55.56%

16.66%

29.41%

47.06%

23.53%

其他：

40.00%

60.00%

0.00%

25.00%

75.00%

0.00%

表 5 企业技术工人数量分析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技术工人数量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17.86%

64.29%

17.86%

18.52%

55.56%

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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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问题是“运输困难和步入正规配套艰难”，同

下降，为了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在激烈的竞争

时也对“疫情后政策的落实”，“人员稳定”和“市

中存活下来，各企业在新增自动化设备、现有设备

场稳定”没有表现出乐观的态度。

的自动化改造、数字化工厂建设和新产品研发等方

国家经济及行业形势

面的投资欲望还是比较大的，具体预计的投资数据

参与调研的企业，43.33% 认为国家经济形势

见表 8。特别需要提醒企业的是应谨慎投资，规避市

在 2020 年上半年能够比 2019 年下半年有所好转，

场过剩风险。

33.33% 认 为 持 平；50% 认 为 2020 年 行 业 形 势 与

市场需求

2019 年下半年持平，与 2019 年上半年同比增加的占

关于 2020 年上半年模锻行业的市场需求情况汽

37.93%。不到半数的领导（专家）认为 2020 年模锻

车行业各企业观点不同，汽车销量连续两年负增长，

行业形势有所好转，加之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上半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变动，汽车锻件市场不容乐观。

年行业形势更加不乐观 ( 表 6)。

反观轨道交通、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石化、海工装

模锻产品销售情况

备及其他行业，各领导 ( 专家 ) 认为在 2020 年内将

锻造行业属于基础制造业，受疫情的影响，企业

平稳增长，具体预测数据详见表 9。就市场需求预测

上半年销量会有一定下滑，企业对销售额情况、出口

分析，除了汽车行业外，几乎所有的产业大家都选择

情况和产品价格做了预期，见表 7。突如其来的疫情

了持平或增加，持乐观态度。

会使这个预期更加悲观，但相信疫情结束，加上国家

企业人员情况

的政策扶持，模锻企业会很快恢复往日的活力。但需

企业已经意识到了技术工人的重要性，但行业多

要引起重视的是，锻件产品价格降低已成为共识，企

年对技术人才培养的思路大大地影响了锻压行业人才

业的生存压力加大。

的产生。年轻的专业人才缺乏，很多学锻造的学生

模锻企业投入

不愿意从事锻造行业，专业教育与现实需求严重脱

由于模锻行业企业生存压力加大，产品价格逐年

节。一线操作工主力还是年纪大的工人，年轻的工人

表 6 国家经济及行业形势分析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国家经济形势

43.33%

33.33%

23.34%

44.83%

27.59%

27.58%

行业形势

30.00%

50.00%

20.00%

37.93%

34.48%

27.59%

表 7 模锻企业销售情况分析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销售额情况

50.00%

28.57%

21.43%

50.00%

25.00%

25.00%

出口情况

33.33%

50.00%

16.67%

37.50%

37.50%

25.00%

产品价格

0.00%

56.67%

43.33%

0.00%

58.62%

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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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企业投入分析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新增自动化设备

65.38%

26.93%

7.69%

66.67%

25.00%

8.33%

现有设备改造

69.23%

30.77%

0.00%

70.83%

25.00%

4.17%

数字化

58.33%

37.50%

4.17%

54.55%

36.36%

9.09%

新产品研发

58.62%

37.93%

3.45%

55.56%

37.04%

7.40%

表 9 模锻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汽车行业

26.92%

30.77%

42.31%

36.00%

28.00%

36.00%

轨道交通行业

46.67%

53.33%

0.00%

50.00%

50.00%

0.00%

国防军工行业

53.85%

46.15%

0.00%

58.33%

41.67%

0.00%

航空航天

38.46%

61.54%

0.00%

41.67%

58.33%

0.00%

石化、海工装备

33.33%

66.67%

0.00%

36.36%

63.64%

0.00%

农业机械行业

15.38%

61.54%

23.08%

25.00%

58.33%

16.67%

工程机械行业

33.33%

50.00%

16.67%

41.18%

41.18%

17.64%

其他：

25.00%

75.00%

0.00%

14.29%

85.71%

0.00%

表 10 企业技术工人数量分析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技术工人数量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25.93%

62.96%

11.11%

25.93%

59.26%

14.81%

很少。要实现技术工人数量的良性增长需要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重视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和院校的作用，形成
合理的人才培养和产出机制。对于技术工人数量的预测，62.96% 的企业选择环比持平，59.26% 同比持平，仅
25.93% 的企业认为技工数量会有所增加，详见表 10。

( 执笔人：中国锻压协会行业研究室主管吴顺达 )

《2019 年模锻行业企业调研报告》( 中 ) 见《锻造与冲压》2020 年第 13 期
2020.11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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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温锻造在中国的发展（下）
文 / 徐祥龙·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

《冷、温锻造在中国的发展》（上）见《锻造与
冲压》2020 年第 9 期

⑹适合于多工位大批量冷锻生产的低碳钢和低碳
合金钢零件，其后续热处理是高成本的渗碳热处理。
而当今许多汽车零部件已采用热处理成本较低的中碳
钢和中碳合金钢制造。但含碳量越高的钢材，冷锻成

温—冷和热—冷联合成形技术的发展过程
冷锻成形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门坎

形越是困难。冷锻生产在材料方面有较大的局限性。
⑺由于冷锻生产流程和生产周期长，适合于大批

⑴冷锻生产投资规模巨大。关键设备如大中型多

量生产的场合。对当代制造业推崇的个性化制造和精

工位自动化冷锻压力机等，国内装备业尚不能提供，

益生产、快速反应等新概念生产模式越来越不适应。

还需从欧洲和日本等工业先进国家引进。

鉴于以上原因，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国内外精密

⑵冷锻生产的工序流程长，生产周期更长。国外

锻造行业先后展开了对钢铁温锻成形的研究和应用。

有采购经软化退火的冷锻专用钢种来缩短生产流程，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温锻技术日渐成熟，人们先后解

但国内钢厂还缺少相应钢材提供。

决了温锻成形工艺技术、多工位温锻压力机和自动化

⑶缺少冷锻用钢标准，国内冷锻工厂通过对钢材

技术、温锻模具的冷却和润滑技术、温锻后的热处理

进行改性加工（如退火、剥皮等）使材料达到冷锻要

工艺技术等等，温锻生产被广泛应用于中小规格的中

求。但锻造工厂对钢材的改性处理成本比较高。

碳和中碳合金钢汽车零件的批量生产。

⑷冷锻特别是多工位冷锻需要对钢铁毛坯进行磷

在学术界对温锻的温度划分尚有争议的前提下，

酸盐皮膜处理。而含磷废水的排放严重影响了环境保

生产企业相对简单地认定：低于热锻、高于冷锻的温

护。针对磷酸盐处理的缺点，各国冷锻业都在研究和

度范围为温锻的温度范围。

应用替代磷酸盐处理的方案，并取得了较好的使用效

早先，人们认定 600 ～ 750℃为钢铁温锻的温度

果。但目前所有的替代方案与磷酸盐皮膜处理的效果

范围，当模具的冷却与润滑得到初步解决后，这个温

与成本还有较大差距。

度很快就提升到 850℃左右。

⑸冷锻成形属于高应力成形范围。受制于压力机

通过对温锻坯料进行预涂石墨处理，并对温锻模

和模具的载荷能力，冷锻成形的零部件多为几千克以

具实施大流量的喷雾冷却—润滑，温锻模具的冷却与

下的中、小型零部件。

润滑得到基本解决，温锻有可能在更高的温度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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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发现，提高温锻温度有利于降低变形抗力、改

⑸温锻一般是多工位成形，在没有多工位压力机

善充型能力并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当前的钢铁温锻

时可采用在多台单工位压力机上连续成形。因此，温

生产，锻造温度已经提高到 900℃及以上；针对一些

锻生产工序流程紧凑，生产周期短。

大规格锻件，温锻的锻造温度甚至提升到 1000℃，

⑹在采用较高温度下的温锻成形工艺时，毛坯的

与热锻的温度范围相衔接。现在钢铁温锻温度范围如

下线温度满足钢的控制冷却条件，选用锻后控制冷却

图 11 所示。

可较大幅度降低锻件热处理成本。
⑺温锻过程中的工件和模具的冷却—润滑采用与
热锻相同的石墨润滑剂，没有严重的环保问题。当前
温变形区

冷变形区

热变形区

推广应用的温锻白色润滑剂进一步改善了现场生产环

高温变形区

蓝脆区

低温变形区

境，与冷锻生产相比，温锻生产不会出现处理磷酸盐

流动应力 Kf(Kgf/mm2)

相变区

的环保问题。
温锻生产有可能从下料到锻后热处理按生产节拍
组成流程化生产线，减少在制品滞留，有利于锻件的
可追溯性管理，提高制造的快速反应能力。
0

1

2

3

4

5

6

7

8

9

10×100℃

综上，温锻成形在汽车零部件生产中表现出比冷

温度 (℃ )

锻更大的优势，因此，当代许多汽车零部件制造工程

图 11 钢铁温锻温度范围

师，在开发新品和建设生产线时，已将毛坯的温锻成
形作为首要考虑的方案 ( 图 12)。

温锻成形的优点

温—冷联合成形

⑴温锻成形应力较冷锻小，因此在同吨位压力机

由于锻造温度引起的变形，及模具的热影响和热

上可完成较大轮廓尺寸的零部件成形。

态下模具的迅速磨损，温锻件的轮廓和尺寸精度，一

⑵温锻毛坯加热温度低于热锻，大多数温锻在加

般要比冷锻件低半级至一级，这使温锻毛坯在很多场

热前还进行石墨涂层的预涂，因此温锻毛坯基本上没

合下达不到无切削加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温锻—

有氧化和脱碳缺陷，温锻毛坯的尺寸精度与了冷锻毛

冷锻联合成形工艺应运而生，逐渐成为当代精密锻造

坯较接近。

的主流。

⑶中碳和中碳合金钢温锻成形性能与低碳钢差别
不大，温锻的材料选择范围远比冷锻宽广。

温锻—冷锻联合成形，简称“温—冷联合成形”，
具体过程是在毛坯的成形工序中，将毛坯的大部分变

⑷钢铁温锻成形前一般不需要软化退火，不像冷

形用温锻工艺来实现，锻件最终的轮廓和尺寸精度，

锻成形对钢材有严格的冷塑性要求，因此，国内钢厂

则通过最后的冷锻精整后得到。通常，温锻所能获

的热加工钢交付条件基本满足温锻成形要求。

得的成形精度为 IT9 ～ IT12，经冷锻精整后，可将精

(1) 下料

(2) 感应加热

(3) 温锻镦粗

(4) 温锻反挤压

(5) 温锻冲孔

(6) 法兰温锻成形

图 12 汽车轮毂轴承的温锻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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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种精密锻造工艺特点比较
项目

成形精度

可成形尺寸

材料利用率

生产周期

自动化

综合制造成本

生产效率

冷锻成形

高

小

高

长

容易

中

高

温—冷联合成形

高，较高

较大

高

短

容易

低

高

热锻—机加工

低

大

低

最短

较容易

高

低

包含锻后切削加工

包含锻后切削加工

成形工艺

备注

度提高到 IT7 ～ IT11 水平。在某些特殊场合，如锥

以上工艺，如采用传统的生产模式，将按工艺建

齿轮温锻后冷精整，齿廓精度可达到 ISO/DIN7 级精

成若干车间，万向节壳体的生产工序按不同工艺被划

度左右。等速万向节壳体的温—冷联合成形如图 13

分在不同的车间，各车间的物料流转用叉车搬运。为

所示。

保证生产连续，车间建有中间库存。这种管理模式，

在温—冷联合成形工序中，由于温锻已完成了零

虽然有利于各车间的专业技术管理，但各车间、工序

件成形的体积转移，冷锻只是用来精化毛坯，冷锻的

间协调困难，中间库存滞留对流动资金造成巨大压力；

变形量可设计得比较小，基本上属于冷精整工作范畴。

在制品在各车间往返搬运，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通常利用锻件的终锻余热进行控制冷却，所获得的金

庞大的产品周转量，使锻件的可追溯管理变得混乱不

属组织和硬度，已能提供足够的冷变形塑性。

堪；一旦发生质量问题，滞留现场的所有库存都将被

同理，由于冷精整变形量不大，在使用高分子润

隔离检查，给生产管理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滑液或其他润滑液的前提下，坯料表面的磷酸盐皮膜

在流程化生产模式下，等速万向节壳体被设计在

处理也可省去。这对于将来在精密锻造行业彻底取消

一个车间内完成全部的过程。每个工序的生产能力，

磷酸盐处理具有特别的意义。温—冷联合成形与冷锻

都是参照多工位温锻压力机生产节拍来设计；各工序

成形、热锻—机加工成形的比较见表 1，温—冷联合

尽可能选用连续工作模式的设备；工序间物流尽量用

成形除成形精度方面比冷锻成形稍差以外，其他各方

输送带来完成；在理想状态下，工序间在制品将压缩

面都与冷锻成形相当或优于冷锻成形。

到最小值，达到所谓“一个流”的目标境界 ( 图 14)。

在温锻控制冷却技术得到应用后，温—冷联合成

按流程设计的温—冷联合成形生产线，在理想状

形最突出的优势是流程化生产的概念成为可能。以一个

态下，等速万向节壳体精锻件从下料到出厂的生产周

汽车等速万向节壳体精密锻造工厂为例，采用先进的

期被控制在 8 小时之内；在实现快速换模后，可在 8

温—冷联合成形，生产工艺：棒材下料→抛丸→石墨

小时内变更多个品种的锻件生产；最低的在制品存

涂层处理→感应加热→多工位温锻成形→控制冷却→
抛丸→润滑处理→冷锻精整→探伤→目视检验→包装。
多工位温锻压力机

材料库

切断机

输送带
感应加热炉

QDC 和备份模具
四工位温锻成形

冷锻精整

图 13 等速万向节壳体的温—冷联合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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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生产成本控制到最低。以上的温—冷联合成形

齿坯的热—冷联合成形技术在我国也早有批量生

生产模式，既能充分满足汽车零部件大批大量生产的

产的成功案例。目前，在江苏、重庆和上海等地，有

要求，又能适应现代工业的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反应的

若干精锻专业工厂正在按照国外先进标准，大批量提

潮流。因此，温—冷联合成形已成为当代精密锻造的

供结合齿坯精锻产品。

主流。

当代热—冷联合成形的技术巅峰要数欧洲开发

除等速万向节壳体外，其他汽车关键零部件，也

的汽车差速器齿轮高速热镦锻成形—冷锻精整联合

越来越多采用温—冷联合成形工艺生产。如高精度的

成形技术。图 17 所示为欧洲某公司在瑞士哈特贝尔

乘用车差速器行星和半轴齿轮 ( 图 15)，过去多采用

HM40 高速热镦锻机上进行锥齿轮的高速热镦锻成形

闭塞冷锻成形工艺进行生产，精度虽能满足需要，但

的情况。HM40 的生产节拍为每分钟 (90 ～ 150) 件，

毛坯需要长时间的软化退火，并在冷锻前必须进行磷

生产效率极高。由于高速镦锻成形时齿形模具与工件

酸盐皮膜处理，生产成本较高；对于大规格的差速器

接触时间极短，很好地解决了高效率生产与锻造模具

行星和半轴齿轮，还要配置昂贵的大吨位冷锻压力机。

寿命间的矛盾。

而采用温—冷联合成形时，可选择低一档吨位的锻造

在高速热镦锻机上进行齿轮的精密成形，除需要

压力机。并且采用高分子材料作为冷锻前的润滑皮膜，

解决齿轮成形方面常见的工艺问题外，特别要解决的

彻底告别了非环保的磷酸盐处理过程。

难题的是毛坯热剪切引起的毛刺和高温状态下成形毛

热—冷联合精锻成形工艺

坯传递和输送过程中的磕碰。经锻造专家们的不懈努

到了 20 世纪末，随着热锻生产技术的进步，热

力，解决了这些难题，使锥齿轮的热—冷联合成形顺

锻件的质量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在锻件表面脱碳、氧

利投产。

化、裂纹、凹坑、磕碰伤痕和切边毛刺等问题得到切

图 18 是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等速

实的遏制，锻件的轮廓和尺寸精度得到明显提高后，

万向节星形套热—冷联合成形工艺。该产品的热锻成

热锻—冷锻联合成形已成为可能。

形在瑞士哈特贝尔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开发成功，并采

汽车变速箱结合齿坯是较早应用热—冷联合成形

用该公司的 AMP30S 高速热镦锻机进入批量生产，冷

技术进入大批量生产的精密锻件，如图 16 所示。该

精整采用了闭塞冷锻成形。该工艺与传统的闭塞冷锻

毛坯的体积成形主要以精密热锻工艺成形，经等温正

相比，具有生产效率高、单位能耗低和生产周期短的

火后完成结合齿的冷锻精整。精密锻造的结合齿较传

特点。通常，星形套闭塞冷锻工艺，从原材料下料、

统机加工成形的结合齿轮，有齿形结合柔和、抗冲击、

软化退火、表面润滑处理到闭塞冷锻成形，至少要

耐疲劳、生产成本低和质量稳定的优点，在汽车变速

72 小时以上，而且需要进行磷酸盐皮膜润滑处理。

箱齿轮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高速热镦锻—冷锻联合成形的优势非常明显，即

包装入库
冷锻压力机
输送带
控制冷却生产线
探伤机
润滑处理

模具

图 14 按流程化概念设计的温—冷联合成形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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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齿轮闭塞温锻成形 - 冷锻精整

图 15 行星齿轮的温锻—冷精整成形工艺

图 16 热—冷联合成形的汽车变速箱结合齿坯

图 17 锥齿轮的高速热镦锻成形

控制冷却
抛丸
磷、皂化处理

棒材 - 感应加热
(1180℃ )

闭塞冷锻成形
三工位高速热镦锻成形

成形设备：AMP30S

630t 冷锻压力机

图 18 等速万向节星形套热—冷联合成形工艺

极高的生产效率和较低的生产成本。但高速热镦锻机

锻造进行大批量生产。虽然冷锻在当前仍是精密锻造

价格昂贵，而且只有国外极少的几个公司能提供这一

的主要工艺，但温—冷联合成形和热—冷联合成形的

类装备。因此，只有年产量达到 1000 万件以上的锻

竞争力更强。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绿色生产和

件才会考虑采用这个方案。

环境保护，并在制造业倡导先进制造理念的形势下，
我国汽车制造业和机械制造业正在积极迎接个性化定

结束语

制生产时代的到来。锻造行业正努力建设数字化车间，

随着国内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汽车零部件制造

大力推动自动化生产，努力争取早日实现数字化和智

业不断整合和壮大，像等速万向节、汽车齿轮和其他

能化发展目标。在当前中国国情下，温—冷联合成形

关键零部件等，已逐渐形成“专、精、特”优势的行

和热—冷联合成形将成为我国汽车零部件精密锻造发

业“小巨人”格局。这一类关键零部件最适合用精密

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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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中国锻压协会

为

2019 年自由锻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准确了解我国 2019 年度自由锻行业经济运
行情况，分析预测 2020 年度行业发展趋势，

国家经济及行业形势

更好的服务自由锻企业。中国锻压协会通

国家经济形势方面，同比 2018 下半年，认为形

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江苏、四川、上海、山东、山

势较好的企业占 60%，持平和较差的各占 20%。环

西、天津、辽宁、河南、陕西、新疆、黑龙江等地区

比 2019 年上半年，认为形势较好的占 60%，持平的

自由锻企业领导和行业专家进行了咨询调研。

占 26.67%。行业形势方面，同比认为较好和持平的

报 告 分 为 两 部 分， 第 一 部 分 涉 及 自 由 锻 行 业

各占 40%。环比认为较好和持平的同样各占 40%。

2019 年度经济运行情况总结、2020 年度发展趋势预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六成参与者认为国家经济形势

测。第二部分为行业专家观点，内容包含专家研究方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反观行业形势，四成参与者认

向、行业热点难点、客户需求等，供行业同仁参考。

为行业发展较好，另有四成认为行业形势发展持平。

表 1 国家经济及行业形势汇总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国家经济形势

60.00%

26.67%

13.33%

60.00%

20.00%

20.00%

行业形势

40.00%

40.00%

20.00%

40.00%

40.00%

20.00%

注：比值 = 企业投票数量 / 参与调研企业总数量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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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2019 年国家政策利好，自由锻行业保持

平企业居多，这表明自由锻件市场供求关系稳定。有

平稳的态势，行业发展较为乐观，稳中有升。

资料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存在回流，美国的劳动力成

自由锻企业销售情况

本较以往有所下降，同时“再工业化”政策也吸引了

⑴销售额。同比 2018 年下半年，销售额增加的

一些原本分布在亚洲或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制造业企业

企业占 57.14%，持平和减少的企业各占 21.43%。

转移到美国本土，企业应未雨绸缪，重视出口下行可

销售额环比增加的企业同样占 57.14%，减少的企业

能造成的损失。

自由锻企业投入

仅占 14.29%，28.57% 的企业销售额持平。
⑵出口额。自由锻企业出口情况保持平稳，同

从表 3 企业投入统计可以看出，增加设备投入，

比 2018 年 下 半 年，46.16% 的 企 业 出 口 额 持 平，

重视自动化、数字化锻造企业改造，加快新产品研发

38.46% 的企业增长。环比 2019 年上半年，53.85%

进度已经成为行业共识。相比设备改造，企业更加

的企业出口额持平，38.46% 的企业出口额增长，出

重视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同比 2018 年，60% 的企业

口额减少的企业仅占 7.69%。

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环比 2019 年上半年，62.50%

⑶ 产 品 价 格。2019 年 自 由 锻 件 价 格 较 2018 年

的企业继续加大投入，研发新产品以迎合市场需要。

有所上涨，产品价格同比增长的企业占 42.86%，

设备新增以及数字化改造方面，过半数以上企业

28.57% 的 企 业 价 格 降 低， 其 余 持 平。2019 年 内

投入持平，没有出现大面积、高热度的扩大再生产投

产 品 价 格 浮 动 不 大， 环 比 增 加 和 持 平 的 企 业 各 占

资，企业投入更加理性。自由锻企业重视现有设备改

35.72%，28.57% 的企业产品价格下降。

造，同比 2018 年，投入资金减少的企业仅占 7.69%。

表 2 中企业销售数据表明，2019 年自由锻行业

这说明大多数企业为了能“用旧设备做新产品”而进

销售情况良好，锻件价格较 2018 年小幅增长，近六

行着努力。从这组数据看，自由锻企业在当前市场竞

成企业 2019 年销售额上涨。锻件出口情况稳定，持

争中，认识到了通过设备改造提升效率、降低能耗和

表 2 自由锻企业销售情况汇总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销售额

57.14%

28.57%

14.29%

57.14%

21.43%

21.43%

出口额

38.46%

53.85%

7.69%

38.46%

46.16%

15.38%

产品价格

35.72%

35.71%

28.57%

42.86%

28.57%

28.57%

表 3 企业投入统计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新增设备

38.46%

53.85%

7.69%

46.15%

38.46%

15.39%

现有设备改造

35.72%

57.14%

7.14%

30.77%

61.54%

7.69%

数字化

33.33%

60.00%

6.67%

35.72%

57.14%

7.14%

新产品研发

62.50%

31.25%

6.25%

60.00%

33.33%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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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的重要作用，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19 年科研、冶金装备行业需求也基本持平，

市场需求

其中科研装备行业较 2018 年涨幅明显，同比增长企

2019 年自由锻市场需求总体持平。同比 2018 年，

业占 36.37%，远高于环比数据。冶金装备行业无明

发电设备市场需求增加的企业占 41.67%，33.33%

显涨幅，同比、环比增长企业均占 23.08%，持平企

的企业需求持平；环比上半年，半数企业仍选择持平。

业均占 61.54%。

反观核电市场，各企业均反映市场需求平稳，2019

2019 年各行业需求平稳，略有涨幅，自由锻行

年环比 75% 的企业选择持平，同比 2018 年，持平企

业企业应居安思危，以“稳中提质”为发展目标，重

业占 66.67%，仅 8.33% 的企业需求增加。

点做好稳规模、提质量、转动力三项工作。

企业人员情况

国防军工、航天航空需求平稳，同比 2018 年有
小幅上涨，其中，国防军工 25% 企业选择需求增加，

对于技术工人数量，表 5 数据可以反映出，参

航天航空 27.27% 企业选择需求增加。2019 年需求

与此次调研的自由锻企业技工数量以增加为主。同比

稳定，超七成企业选择环比持平。

2018 年，53.33% 的企业技工数量增加，这是一个好的

表 4 中数据表明，石油化工装备行业较其他行业

现象，说明企业重视技工的引进与培养，有助于提升

发展较好，同比 50% 的企业需求量增加，环比也有

行业基础发展。但也有 13.34% 的企业技工数量减少，

42.86% 的企业选择增加。海运市场的不景气造成了

该类企业应引起重视，向先进企业学习人才培养机制。

新船订单量下滑，当前船舶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运
力过剩，新船成交量减少，价格偏低，仅 7.69% 的

2020 年自由锻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企业选择增加，过半数企业选择持平。

此次问卷调查于 2020 年春节前进行，行业发展

表 4 自由锻行业市场需求统计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发电设备

33.33%

50.00%

16.67%

41.67%

33.33%

25.00%

核电

0.00%

75.00%

25.00%

8.33%

66.67%

25.00%

国防军工行业

16.67%

75.00%

8.33%

25.00%

58.33%

16.67%

航空航天

18.18%

72.72%

9.10%

27.27%

63.64%

9.09%

石油化工装备

42.86%

35.71%

21.43%

50.00%

21.43%

28.57%

船舶

7.69%

69.21%

23.10%

7.69%

53.85%

38.46%

科研装备

18.18%

63.64%

18.18%

36.37%

45.45%

18.18%

冶金装备

23.08%

61.54%

15.38%

23.08%

61.54%

15.38%

表 5 企业技术工人数量统计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技术工人数量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46.67%

40.00%

13.33%

53.33%

33.33%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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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预测未考虑到疫情的影响。2 月 20 ～ 24 日，中

53.33% 的企业认为同比持平。产品价格也有 7 成企

国锻压协会通过函询和电话咨询的方式，对 20 家国

业预测持平。锻件价格若保持稳定，相对来说也是利

内锻压企业进行调查。整体反映的情况看，年前形成

好消息，各企业可以在确保现有业务的基础上，提升

的市场压力因素没有缓解，仍在增强。当前值得注意

锻件质量及产品附加值，抢占市场，提升销售额。

的问题是“运输困难和步入正规配套艰难”，同时也

自由锻企业投入

对“疫情后政策的落实”、“人员稳定”和“市场稳

自由锻行业竞争压力加大，企业充分认识到新增
设备、现有设备改造和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重要性，

定”表现出不乐观的态度。

国家经济及行业形势

37.5% 的企业计划加大这三方面投入，56.25% 的

2020 年国家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无论同比

企业继续保持现有投资规模，详见表 8。相比而言

还是环比，都有 41.18% 的企业选择较差，预测国家

企业更重视新产品的研发，计划加大投入的企业占

经济形势较好的企业不足三成。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

43.75%，半数企业持平。当今自由锻企业激烈竞争，

直接影响自由锻企业发展，照此推测，2020 年自由

企业要在同行业中保持竞争力并保持已有的市场份

锻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从表 6 可以看出，对于行业

额，就必须不断地开发出新产品，并快速推向市场，

形势各企业仍抱有信心。虽然行业形势数据表现好于

满足多变的市场需求。

国家经济形势，但二者息息相关，加之 2020 年初突

市场需求

如其来的疫情影响，自由锻企业应提早谋划，以应对

2020 年 自 由 锻 市 场 需 求 预 测 围 绕 一 个“ 稳”
字， 环 比 除 石 油 化 工 装 备 行 业 预 测 持 平 的 企 业 占

行业经济下行压力。

自由锻产品销售情况

46.67%，占比不足五成外，其余行业预测 2020 年需

锻件产品的生产销售受行业形势的制约明显，

求持平的企业数均超五成，具体数据详见表 9。2020

表 7 中各项数据走势与行业形势数据相似，预测持

年各行业自由锻件需求预测还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平 的 企 业 占 多 数。 销 售 额 同 比、 环 比 数 据 一 致，

企业要稳定发展，核心在于把握国家和行业形势，当

47.06% 的企业预测持平。出口额预测情况也是如此，

前受疫情影响，经济下滑，活下去最重要。不宜扩张，

表 6 国家经济及行业形势汇总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国家经济形势

23.53%

35.29%

41.18%

29.41%

29.41%

41.18%

行业形势

23.53%

47.06%

29.41%

23.53%

47.06%

29.41%

表 7 自由锻企业销售情况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销售额

29.41%

47.06%

23.53%

29.41%

47.06%

23.53%

出口额

20.00%

40.00%

40.00%

20.00%

53.33%

26.67%

产品价格

20.00%

73.33%

6.67%

20.00%

66.67%

13.33%

58

锻造与冲压 2020.11

产业 分析
Industry

表 8 企业投入预测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新增设备

37.50%

56.25%

6.25%

37.50%

56.25%

6.25%

现有设备改造

37.50%

56.25%

6.25%

37.50%

56.25%

6.25%

数字化

37.50%

56.25%

6.25%

37.50%

56.25%

6.25%

新产品研发

43.75%

50.00%

6.25%

43.75%

50.00%

6.25%

表 9 自由锻行业市场需求预测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发电设备

21.43%

57.14%

21.43%

28.57%

50.00%

21.43%

核电

21.43%

71.43%

7.14%

14.29%

78.57%

7.14%

国防军工行业

30.77%

53.85%

15.38%

30.77%

53.85%

15.38%

航空航天

16.67%

66.67%

16.66%

16.67%

75.00%

8.33%

石油化工装备

40.00%

46.67%

13.33%

33.33%

46.67%

20.00%

船舶

21.43%

57.14%

21.43%

21.43%

57.14%

21.43%

科研装备

25.00%

58.33%

16.67%

33.33%

58.33%

8.34%

冶金装备

14.29%

64.29%

21.42%

21.42%

64.29%

14.29%

表 10 企业技术工人数量预测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技术工人数量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增加 ( 较好 )

持平

减少 ( 较差 )

46.67%

40.00%

13.33%

53.33%

33.33%

13.34%

需要加强内部管理水平，降低成本，维护好客户关系。

企业人员情况
从技术工人数量预测看，企业看重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半数企业希望技工数量增加，详见表 10。当前，普
通技师、技工面临“断层”，要结合返乡大学生就业，顺应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形势，变招工为招生，培养
一批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和一线劳动者。

( 执笔人：中国锻压协会行业研究室主管吴顺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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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MN 油压机锻造过程参数的
大数据应用功能开发
文 / 段永恩，李建辉，游娜·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锻

造是一种基础成形工艺，包括自由锻和模

由油压机执行，使锻造参数真正得到应用。

锻等。锻造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
过程中会造成压下量、压力、旋转角度、

锻造过程采集参数的梳理完善

温度等参数发生变化。由于这些参数数量多，时序性

锻造过程的质量参数包括温度、压力、压下量、

不强，无法真正与锻造过程一一对应，一直以来没有

进砧量、旋转角度等，对产品外观及内部质量的影响

得到正确的收集和应用，造成工业大数据资源的浪费。

见表 1。其中压力、压下量、进砧量、回程量为油压机、

我单位目前正在生产的生产线均为锻造油压机和

操作机自身所带的参数，已通过 PLC—WinCC—数据

操作机配合生产的自由锻生产线，产品经过加热锻造

库实时采集。温度作为锻造过程中的重要变量，未实

后成形。目前 80MN 油压机已经采集了一些设备参数，

现实时采集。为此，分厂增加红外测温仪，温度数据

比如压力、压下量、旋转角度、进砧量等；这些参数

通过添加 WinCC 变量至组态软件实时传输到数据库

经 PLC 传输至组态软件至数据库保存。海量的数据

保存。

在数据库冷藏，会造成工业数据资产的浪费，如何应
用这些参数，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是我们急需解决的
难题。

锻造过程参数与产品的一一对应
锻造参数与产品的对应

锻造过程参数对产品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要应用这些锻造参数，必须实现其与产品的一一

这些参数往往会出现采集不上来，或者数据采集上来

对应。分厂的 ERP 系统中存在完整的产品计划信息，

无法应用等问题。针对此问题，对锻造过程参数及其

包括产品的加热炉次、火次、产品编号、生产号、工

采集方式进行梳理，增加相应的软硬件设施，保证实

序等。将产品的计划信息传输至油压机的上位机，可

时采集；通过对采集数据的摸索，将参数与锻造过程

以实现锻造参数与产品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为此我

一一对应，实现锻件锻造过程数字化，分析其对产品

们首先增加中间服务器，建立油压机上位机与企业

质量的影响和评价。同时通过对这些参数的摸索，建

ERP 数据库的连接。上位机需要从 ERP 中获得数据到

立标准的锻造过程数据表，转化为可执行的锻造工艺

WinCC 的界面上，通过在 WinCC 内编写 VB 脚本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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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锻造计划表，选择设备为 80MN 油压机
的产品计划，将产品编号、生产序号、工
序等显示在油压机的上位机上，如图 1 所
示。操作者可以根据生产计划选择即将锻
造的产品至上位机，实现采集参数与产品
火次工序的对应。也就是实现数据库中的
参数在不同的时间段与不同的产品、不同
的工序实时对应。

过程参数与实际生产过程的一一对应
以往锻造过程是不可测量、不可评价
图 1 生产计划下发上位机界面

的过程，整个工序过程锤数多，速度快，
没有办法记录。温度、压力这些参数都是
实时的变量，怎么与每一锤压下时的状态

锻造过程参数的应用

进行匹配，是一个难点。为此经过一定时
间的摸索和分析，我们将油压机与锻件接

锻造过程质量的评价

触时的压力作为一个判断条件，接触时编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压力、压下量、温度对锻造变形质量

码器的位置定义为锻前尺寸，接触后回程

影响较大，而传统的锻造过程为特殊过程，一般情况下无法

时的位置定义为锻后尺寸，锻前尺寸减去

实时评价。采集的锻造过程参数可以直接与 ERP 中产品对应，

锻后尺寸定义为压下量。同时将接触时的

在 ERP 中记录每支产品锻造过程的参数，如图 2 所示。经过一

压力值定义为一个新的开关变量，此变量

段时间的积累，对数据进行分类汇总，形成不同材质、不同

每变化一次作为每一锤的开始，此变量两

吨位、不同工序的数据库。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对这些数据

次变化之间的时间段内的最大压力为这一

进行综合的统计分析，制定了不同材质不同工序的锻造参数

锤的最大压力，此时间点的温度值为这一

的标准库。在 ERP 中编制了针对温度和压下量实时评价的程序，

锤的温度。至此找到了锻造过程参数与实

对每支产品的工序质量进行实时评价。这些评价便于管理人

际锻造过程的对应关系。

员及时发现过程控制的问题，避免产品质量的事后处置。

表 1 锻造过程参数与产品质量的关系
产品特性
锻造参数

外观尺寸

表面质量

压力
压下量

探伤质量

晶粒度

★
★

变形温度

☆

★

☆

旋转角度

☆

☆

进砧量

☆

☆

回程量

☆

☆
★

☆

注：★表示重要关联关系，☆表示一般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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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针对产品工序的锻造参数大数据
形成后，我们将油压机的每一步操作参数
进行记录，结合后续的产品质量反馈情况，
将探伤、尺寸、晶粒度等指标合格的产品，
结合生产作业时间进行汇总，形成标准的
程序锻造工艺。
由于油压机与 ERP 系统互联，我们在
ERP 中建立程序直接将锻造参数转化为程
序锻造工艺 ( 图 3) 下发至上位机上执行，
图 2 锻造参数实时查询评价界面

减少工艺人员编制程序锻造工艺的时间，
提高油压机与操作机配合的精度，提高生
产效率。

锻造尺寸的实时评价
程序锻造工艺下发后，油压机自动执
行工艺，同时实时控制的尺寸数据也将实
时采集，并进行实时的对比评价，如图 4
图 3 程序锻造工艺转换界面

所示。根据产品编号调取工艺的直径尺寸，
标定直径公差，实时显示直径尺寸的数值，
进行等级品的评定，实现锻造过程尺寸控
制精度的实时评价。

结束语
锻造过程参数大数据的应用功能的
开发，改变了传统自由锻过程不可测量、
不可评价的现状，实现锻造过程参数实时
采集和数字化评价，做到了每一锤参数可
测量、可评价。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筛
选，建立标准锻造参数数据库，将实际过
图 4 产品尺寸评价界面

程控制参数转换为锻造工艺参数下发到
工控机执行，提高了过程控制的一致性，
改善了产品的外观质量和内部质量，提高

标准锻造参数转化为程序锻造工艺执行

了生产效率。后续将针对锻造过程变形参

传统自由锻操作过程的随意性较强，没有具体的标准化

数开发实时数值模拟程序，利用变形参

的操作，操作者的习惯不同，生产效率不同，产品质量也不

数还原材料锻造过程中应力应变的状态，

同。因此，从提高生产效率和控制产品质量的角度来看，有

实现产品生产过程的实时评价。这些是将

必要实现锻造过程控制的一致性。为此我们认为程序化的锻

自由锻由自动化转向智能化的必经之路，

造模式势在必行。以往在推行程序锻造的过程中，存在着因

为后续智能化锻造工厂的建设奠定了良

控制参数设计的不精确导致油压机、操作机无法协同作业的

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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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514Q 海工锻件产品研究
文 / 闫士超，郭金玲·太原重工锻造分公司大型锻件研究所

闫士超，主要从事
自由锻造方向的工
艺及相关热处理的
工艺研究，曾主持
2.5MW 风机轴锻件
工艺改进和 3.6MW
风机轴锻件开发研
制，并参与 300MW
汽轮机转子锻件的
工艺改进。

料 ASTM A514Q 为海洋工程用钢，主要用

材

进一步稳定，优化调质工艺；在验船见证过程中，产

于自升式海洋钻井平台齿条的制作。近年

品生产流程控制无法保证准确性，在生产见证过程中

来随着我国海上平台快速发展，海工产品

周期长，保证如何能高效、有效的生产锻件是此次技

需求量持续增加，因其具有良好的抗海水腐蚀性，良

术改进需要解决的问题。锻件力学性能要求较为严格，

好的冲击韧性和高强刚度，以及生产和技术的不断发

同时参照标准也来自于《ASTM A514 Grade Q》中

展，这些海洋工程设备也逐渐向大型化、深水化方向

相关钢板标准，针对锻件与钢板的差别，所以对热处

发展、建造这些海洋工程装备所需要的强度等级、韧

理调质有着更严格的要求。

性等级及厚度、尺寸精度要求不断提高，同时涉及到

主要研究攻关方案

船用产品，船级社需见证相关生产工序、检验等，我

按《ASTM A514 Grade Q》及《材料与焊接规范》，

方保证锻件质量的同时，合理有效的安排生产工序，

同时依据 CCS 要求原材料厂家也取得 CCS 工厂认证

节省相关验船费用，提高产品优势都是项目所要达到

资质，我方使用原材料为太钢所生产。材料成分分

的创新点。

析检验均符合用户要求（表 1、表 2），同时符合我
厂内控要求。调质处理力学性能，按 JB/T 5000.8-

主要研究攻关的内容

2007 Ⅳ组验收见表 3。

生产工艺确定

ASTM A514Q 属于适用于焊接的高屈服强度淬
火加回火钢，引用标准中《ASTM A514 Grade Q》

锻造工艺确定，由于焊评试板结构较为简单，所

中只有相关 150mm 板的相关要求，锻件生产工艺需

以在锻造工艺方面只需考虑 CCS 中对零件取样数量、

表 1 低倍检测结果
ASTM A514Q

一般疏松

中心缩松

锭型偏析

一般点状偏析

边缘点状偏析

D1405117

1.0

0.5

0.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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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倍检测结果
等级

A类(级)

B类(级)

C类(级)

D类(级)

Ds 类 ( 级 )

类别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D1405117

0

0.5

0

0.5

0

0.5

0

0.5

0.5

表 3 ASTM A514Q 基本指标
材质

屈服强度 ReH(MPa)

抗拉强度 Rm(MPa)

延伸率 A(%)

断面收缩率 Z(%)

AkV-40℃ (J)

ASTM A514Q

≥ 620

690 ～ 895

≥ 16

≥ 50

≥ 34

附：冲击为 1 组 3 个冲击值，其中一个冲击值可低于规定值，但不得低于规定值的 70%

为我方生产锻造工艺卡。

(212)

227±5

取样位置及试样规格的要求。图 1
含自检试样区
锻件重：123kg
坯料重：130kg

在部分锻件自检试样区，调质
1000±8

后待自检性能合格后，再同 CCS

65±5
(50)

(612+180×2)

如产生不合格不仅是时间上的浪

(212)

227±5

共检，以确保产品一次通过共检，
无自检试样区
锻件重：100kg
坯料重：136kg

费，在验证锻件的费用上将形成更
大的损失。同时严格控制每一步加

820±8

65±5

(612+180)

(50)

工工序，做到标识及时移植，保证

图 1 锻造工艺

每一个零件具有可追溯性。CCS 中
要求，产品需具有唯一标识，产品

的目的是改善内部组织、细化晶
粒，为最终热处理做好组织准备。
A514Q 锻 后 热 处 理 工 艺 如 图 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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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55
55

975

55

含自检试样单重：91kg

55
(50)

无自检试样单重：74kg

试样区
215

通 过 此 预 备 热 处 理， 最 主 要

180×2

180

795
(790)

图 2 粗加工草图

(212)

研究攻关内容

全部

55

所示。

6.3

试样区

55

题。零件调质前粗加工草图如图 2

105 取样中心位置

也是产品在生产中最需注意的问

105 取样中心位置

编码作为零件唯一可追溯依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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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调质工艺如图 5

(870±10)℃

(650±10)℃

所示。

空冷

在调质工艺完成

(650±10)℃

～

640℃
3h

5.5h

～

后，作为热处理检验
250℃

3h

11h

6h

方法采用硬度值通过

7.5h

系 数 转 换， 确 定 材

图 3 锻后热处理工艺

料的抗拉强度范围，
在硬度检验后，由于
硬度值偏高，考虑补
试样区

充二次回火降低硬度

试样区

值，由于二次回火往
往会产生组织遗传
效 应， 所 以 将 第 二
次回火温度提高到
(700±10)℃。
以上工艺完成后
在后期力学性能检验

图 4 零件工艺模型示意图

过程中，其检验试样
屈服强度均偏低，同
时，部分锻件的力学
性能屈服强度都出现
(920±10)℃

水冷 8' ～ 12'
至工件表面温度≤ 150℃

了不满足要求的情况
( 表 4)，按照海工要

(650±10)℃
(660±10)℃
1h

～

A：2.5h
B：2h

力学性能不合格的情

空冷

～

1h

求，按件取样锻件在
况下，需按 2 倍数量

7h

重新取样，或者重新

图 5 调质工艺图

热处理（热处理次数
不超过两次）。由于
此批次锻件屈服强度
低，所以重新调质此
示。此次生产海工产品数量较大，共计 108 件产品，
同时按用户要求每件产品都需性能检验。我厂确定零
件工艺模型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批次中性能检验中不合格锻件。
分析前批次调质工艺锻件在 700℃回火，回火温
度已经达到调质工艺的最高回火温度，通常调质工艺

由于第一次生产此海工产品，在调质前根据以往

的回火温度为 550 ～ 650℃，考虑到钢共析转变的温

经验及相关资料，查得 A514Q 材料化学成分与之前

度为 727℃，根据公式计算得出材料 A514Q 的 Ac1 值

所生产的 Q690E 相近，按照公式及经验确定材料淬

在 705℃左右。补充 700℃回火在其共析转变线附近，

火温度、冷却介质，冷却时间按锻件截面计算所得，

部分组织可能已经发生了奥氏体相的转变，在回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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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部分锻件力学性能
屈服强度 ReH(MPa)

抗拉强度 Rm(MPa)

延伸率 A（%） 断面收缩率 Z(%)

AkV-40℃ (J)

≥ 620

690 ～ 895

≥ 16

≥ 50

≥ 34

D1405117

621

726

25.0

79.0

245

257

205

D027

D1405117

634

746

24.0

78.0

237

250

248

D015

D1405117

619

724

25.0

78.0

207

198

241

D017

D1405117

612

723

25.0

78.0

252

241

247

锻件编号
450220130-

炉号

D021

备注

屈服值偏低

不合格项

成后空冷状态下形成了珠光体组织，使强度降低。列
举部分锻件力学性能见表 4。

根据前批次锻件生产数据的总结及生产相关工序
的合理安排，此次订货焊评试板，在调质工艺制定时，

根据以上原因分析，重新热处理时调整零件调质

考虑此次生产焊评试板有效截面较小，只有 55mm，

工艺，主要在调整零件回火温度方面考虑，要使其工

在淬火温度及冷却介质都没改变的情况下，降低回火

艺完成后得到良好的回火索氏体组织，以具有较高的

温度，防止回火温度较高情况下材料强度产生大幅度

强度及良好的韧性。

的下降。依据船级社检验要求，见证取样过程，取样

由于产生以上情况，调质工艺继续按产品开发时

示意图如图 6 所示。

工艺执行，即 920℃水冷淬火完成后，660℃回火，
对前期产生不合格锻件进行重新热处理取样，重新检
验结果见表 5。
打印船级社取样标识

从以上结果分析来看，材料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均得到了良好提升，更使我们明确了问题产生的原因，
摸清楚了材料的特性，第二次补充回火是前期失败的
主要原因，该材质使用硬度值作为性能值的参考也会
产生问题，综合来看还是由于我方缺少相关材质生产
经验，对材料摸不透、拿不准才使得不合格品产生，
造成了产品生产周期及相关经济损失。

图 6 取样示意图

表 5 重新检验结果
屈服强度 ReH(MPa)

抗拉强度 Rm(MPa)

延伸率 A(%)

断面收缩率 Z(%)

AkV-40℃ (J)

≥ 620

690 ～ 895

≥ 16

≥ 50

≥ 34

D1405117

689

799

23.0

77.0

231

230

220

D1405117

693

798

23.0

77.0

217

221

232

锻件编号
450220130-

炉号

D015
D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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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9 件产品力学性能值
锻件编号

熔炼号

要求

屈服强度 ReH(MPa)

抗拉强度 Rm(MPa)

延伸率 A(%)

断面收缩率 Z(%)

AkV-40℃ (J)

≥ 620

690 ～ 895

≥ 16

≥ 50

≥ 34

20060032-D001

D1405117

737

838

22.5

76.0

213

230

212

20060032-D002

D1405117

736

837

23.5

76.0

232

223

216

20060032-D003

D1405117

755

851

22.5

76.0

215

206

216

20060032-D004

D1405117

775

871

23.5

76.0

224

203

192

20060032-D005

D1405117

728

830

23.5

76.0

217

226

230

20060032-D006

D1405117

757

860

22.0

74.0

185

192

197

20060032-D007

D1405117

783

884

21.0

74.0

211

215

214

20060032-D008

D1405117

749

851

24.0

75.0

218

221

243

20060032-D009

D1405117

769

865

23.5

76.0

220

210

205

完成情况及应用情况
此次工艺改进后所生产的海工锻件，经验船师见
证检验，产品性能及探伤等技术要求均符合用户要求，

欧美国家趋于成熟，但在国内，由于其缺少相关锻件
验收标准，对工艺参数的确定尚不稳定。
同时在原材料冶炼技术方面，国内在冶炼方面需

同时取得 CCS 锻件合格证书，全部产品及资料均已

取得相关船级社认证的厂家才可冶炼，在国内具有

交付用户。9 件产品力学性能值见表 6。

CCS 生产资格的厂家较多，CCS 将 A514Q 归属在合
金钢范畴中，取得 CCS 工厂资质的企业就可以生产

项目关键技术及创新点

此类锻件，但针对国外船级社，如英国劳氏船级社（LR）

在 A514Q 材料淬火工艺的改进措施中，在有效

对 ASTM A514Q/A517Q 则需单独对此材料生产资

调整回火温度下，其力学性能值较之前有了较好的改

质进行认证，所以我厂在此类锻件的生产资质上同样

善，在此之前屈服及疲劳强度都接近要求值下限，同

也落后于国外的企业，使得我厂海上浮动平台的制造

时部分锻件出现屈服强度不合格的情况，如前面介绍

成本变高。

的在改变调质工艺回火温度下，性能值更加稳定。调
质工艺的有效调整，即在前期经验数据的总结下，同

结束语

时也是对材料进行化学成分有效性的分析。由于其回

ASTM A514Q 是我厂海上浮动平台起升机构主

火硬度取决于回火温度和回火时间，三者之间存在一

要零部件使用的材料，由于其产品及材料的特殊性，

定的函数关系，参考同类近似化学成分材料的回火温

其生产制造检验过程需取得相关船级社生产资质，附

度，利用经验数值在较小的温度区间做调整。在有效

加产值较高，我厂在完成 A514Q 海工锻件期间，此

的工艺改进过程中，不仅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

批产品化学成分范围的确定和调质工艺的稳固，为后

生产流程也更加顺畅。

期此类产品的生产开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基

该技术优势、差距与不足，需要改进和完善内容；

础。

此次海工锻件 A514Q 所用热锻及锻后热处理工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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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心管的胎模锻新工艺
研究与应用

王金鹏，从事车间
生产管理工作，主
要是跟踪检查车间
各工序工作情况，
通过人、机、料、
法、环、测分析法，
找出各个方面对产
品质量和车间产能
的影响因素，并逐
项改善。

文 / 王金鹏，李大乔·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热工分公司

针对大变径轴类锻件自由锻时，材料浪费严重的问题，设计了用于中心管的
闭式胎模并制定了相关工艺参数，使用有限元模拟软件对金属充填过程进行
了仿真。针对产品杆部不易充填饱满的情况，采用在模具两端镦挤的方法，
通过制坯 + 一次胎模锻成形的方法，使用两火次成功锻造出了符合要求的中
心管产品。

中

心管属于大变径轴类锻件，我公司一直采

据此，可初步设计出毛坯的锻件图，如图 1 所示（虚

用自由锻拔长各台阶成形，但由于产品端

线表示零件轮廓）。由于产品相邻截面积比达到 7，

头和大台外径尺寸差异较大，拔长时需要

材料分配不均匀性极大，故在终锻前应有制坯工序。

多处添加余块，造成材料的巨大浪费。对此类大变径

模具方案确定

轴类锻件，有使用模具内局部成形大台——自由锻拔

从金属充填难易程度的角度考虑，若分模面设置

长杆部的方法，但产品表面质量欠佳，而且，对截面

在通过产品轴线的平面，则承击面较大，需要的设备

相差较大的产品，若使用原材料较细，则镦粗成形大
台时容易失稳引起折叠缺陷；若使用原材料较粗，在
后续拔长杆部时，常常导致杆部与大台不同轴，而造
290

成产品报废。为了解决中心管在生产中存在的材料浪
费、截面不同轴等问题，我们对中心管的胎模锻工艺

160

大台

端头

杆部

φ 250

φ 530

工艺设计

φ 200

展开了研究，以实现一次胎模锻成形。

工艺成形分析
要实现胎模内成形中心管外形，便于金属填充及
方便脱模，应尽可能使用锥度覆盖零件轮廓上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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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心管锻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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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力较大；若分模面设置在大台端面，则有助于减

具的摩擦力作用将导致坯料无法落实到位。根据锻件

小锻造成形力，但由于产品杆部的高径比达 3.2，受

图计算出坯料的重量约 800kg，为避免终锻时大台处

摩擦力影响，模具下端的坯料不易变形。从模具制造

高径比太大而失稳，原材料选用 φ 350mm 圆钢，制

成本及高效生产方面考虑，分模面设置在大台端面时，

坯尺寸如图 3 所示。

模具整体为轴对称零件，生产制造简单，且易于实现
高效生产。综合以上两方面，选用垂直分模，模具图
如图 2 所示。

φ 260

φ 280

φ 300

100

7 5°

0'

φ 350

φ 210

383

215

1544
φ 530

图 3 制坯简图

φ 200

70

300

1110

0

φ
100 2- 30

R5

7 °0 '

R5

φ 250
φ 530

有限元模拟
为明确成形过程，确定大台及杆部成形规律，我
们使用相关软件做有限元分析，过程模拟的典型步骤

φ 250

(a) 下模

(b) 上模

图 2 模具图

如图 4 所示。为模拟实际自由锻开坯过程中杆部的不
光滑表面，我们把杆部实体做成八角形，以便直观反
映杆部充填情况。
从图 4 可以看出，坯料充填顺序是先大台，再杆
部，这与实践经验相一致。从充填过程来看，在第

模具由两部分组成，下模成形大台及杆部；上模

346 步时，大台及根部完全充满；在第 384 步时，杆

成形端头，且上模外径尺寸与下模大台部位相配合。

部完全充满。从所需成形力变化情况来看，在第 306

锻造时，上模夹持端头，在下模内下压，大台部位的

步以前，压力平缓增加，且大台成鼓形，外圆面已接

材料发生局部镦粗，端头和杆部的材料向模腔充填，

触模具型腔；在第 306 步以后，压力急剧增加，到第

金属在封闭式胎模内成形，模具自身的导向保证了相

346 步时，压力已接近 5000t，第 384 步时，需要的

邻截面的轴线同轴。锻造压实后直接脱模，省去了切

压力为 6400t，已远远超过我公司 50MN 压机的能力

边工序。

范围。从模具受力情况来看，在第 346 步以后，模具

制坯工艺参数设计

所受的压力急剧增加。在实际锻造生产中，模具受力

终锻工序完成大台的成形及端头、杆部的充填任

情况复杂，工作环境恶劣，终锻力的急剧升高不利于

务，坯料制坯主要实现材料在各部位的初次分配。为

提高模具和机器的使用寿命。综合压力变化对产品成

保证端头及杆部的锥度区域完整充填，将坯料制成多

形及模具寿命的影响，要实现中心管的一次模锻，还

台阶状。由于终锻工序大台的变形量较大，为避免大

需改变模具结构。

台两端面出现折叠缺陷，应使端头及杆部的坯料分配
准确，且各部位的坯料不宜过高。同时，外径尺寸不
宜大于相对应的模具内腔尺寸，否则，由于坯料与模

模具改进
为保证产品杆部完整充填，我们借鉴了浮动模
2020.11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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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1 步

(b) 第 264 步

(c) 第 306 步

(d 第 345 步

(e) 第 346 步

(f) 第 384 步

图 4 有限元模拟的典型步骤

成形原理，在大台成形结束后，把它及端头视为刚端，

料脱模，模体中轴向均采用 1.5°的锥度，为便于坯

在下模端部添加下垫进一步锻造压实，即采用两端

料向下端杆部填充，在大台根部设 7°的锥度；上盖

镦挤的方式，可完全充满。充填结束后，端头部位

依产品外形设 4.8°的锥度。由于模具内腔对上模起

添加漏盘，上砧轻压，即可顺势取出坯料，这在成

导向作用，两者之间应有一定间隙。间隙过大，在

形方法及操作步骤上都比较合理。为此，我们对模

金属流动时，此处将产生纵向毛刺，加速模具磨损

具结构进行了优化，如图 5 所示。在模具下端增加

和造成脱模困难，间隙过小，因温度的影响和模具

50mm 长的直台，用于增加下垫压实杆部。为方便坯

变形，将使上盖和模具之间运动困难。结合以往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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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心管成品

25

850
1770

图 5 改进后的模具

尺寸满足要求，加工余量大幅度下降。不足之处是：
由于坯料在模具内整体成形，氧化皮不易清理，在模
此处间隙选为 2mm。

具内成形完成后，产品杆部圆周方向粘连氧化皮较多，
这对产品表面质量有一定影响。虽经多次尝试，去除

生产试验

氧化皮的效果并不理想，还待后期进一步解决。

模具制造完成后，我们按图 6 的生产流程进行

结束语

了产品试制。生产火次为两火，生产完成的产品如图
7 所示。经检测，新工艺生产的中心管产品，模具充

经过研究与实践，

填效果良好，锥度区域均匀，产品表面光滑，各部位

新工艺生产的中心管产
品，尺寸及各项力学性
能均符合要求。产品的
表面质量得到大幅度提
升，下料重量大幅度降

558

1445

φ 260±3

φ 280±3

300

φ350

φ 240

低，并有效地提高了材
φ 210

370

φ350

150

料利用率，降低了机加
工余量。目前已得到批
量生产。新工艺的应用
表明用制坯 + 一次终
锻的方法生产中心管可
其他产品均可推广使

φ295±5

φ535±5

φ205±5

行，对类似形状尺寸的
用。

1250±10

图 6 生产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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