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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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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Market News

扬力集团荣获江苏省企业技术创新奖
2020 年 6 月 10 日，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
南京举办。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在产品、技术、
管理、人才团队建设等领域取得的良好成绩，荣获江
苏省企业技术创新奖。该奖项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认
定、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旨在培育一批技术创新能
力强、创新绩效好、具有高成长性的领军企业。自
1966 年创立以来，扬力集团始终坚守主业，在锻压
机床行业稳打稳扎，多次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

东风、一汽、长安等
斥资 160 亿元成立新公司

业”、“中国锻压机床行业排头兵”等荣誉奖项。
2020 年 6 月 2 日，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注册资本 160 亿元，其五位股东包括一汽、长安、东

宝能汽车和美的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风三大汽车巨头。新公司主营业务涵盖软件开发、汽

2020 年 6 月 6 日，宝能汽车与美的集团在佛山
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
焦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新零售模式等方面进行合
作。在智能制造方面，宝能汽车将引进美的库卡的焊
装机器人和焊装线以及汽车零部件，开启智能整车制
造。库卡也是特斯拉、宝马和奔驰等车企供应商。

声音

Voice

14

中国锻压协会秘书 长张金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秘书长 刘钊

零部件供应商需要践行“尊重可信赖的竞争对
手”这样的理念来思考和处理市场。

创新是永恒的动力。企业唯有不断创新，消除
消费痛点，才能解锁更多机会。

协易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挺钧

海信集团董事长 周厚健

随着人们对汽车安全性要求的提高，高强钢、
镁铝合金等新材料的应用比例会更大，这些会带动
热成形的新一轮投资。

相对于士兵中的“兵王”，海信则需要工人中
的“匠王”，今后我们会以工匠精神培养出更多的
大国工匠。

锻造与冲压 2020.12

资讯
Market News

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改装服

的主题，60 余位行业专家就先进的洗衣机箱体自动

务、电子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等。

化生产线研发制造技术以及三次元机械手在液压机冲
压自动生产线中的应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探讨。通过
举办开放日，合锻智能希望加强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交

大众收购江汽控股 50% 股权

流，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和稳定性，提供更好的客
户体验。

2020 年 5 月 29 日，安徽省国资委、大众中国投
资、江汽控股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向安徽江淮汽车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之意向书》。安徽江淮汽车集团

天津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建设项目启动

控股有限公司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100% 控股。增资完成后，大众中国投资将持有

2020 年 5 月 25 日，中汽中心新能源汽车检验中

江汽控股 50% 股权，为实现这一计划，大众汽车集

心项目在天津市东丽区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 19.9

团预计投资 10 亿欧元。

亿元，占地 308 亩，规划建设燃料电池、动力电池、
电驱动总成、电磁兼容、新能源整车等 20 余栋综合
试验楼，以及能源中心、供氢中心、科研中心等基础
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服务新能源汽车研发全流
程链、全产品链、全生命周期、全应用领域的综合性
研发验证、测试评价基地。

合锻智能技术交流开放日活动举行
2020 年 5 月 28 日，合锻智能第二届技术交流开
放日——金属成形领域高节拍深拉深成套解决方案发
布会举行。活动围绕“伺服液压机自动生产线技术”

日资轻量化零部件项目签约秦皇岛
2020 年 5 月 18 日，秦皇岛市外资项目“轻量化
零部件绿色智能化生产线”签约成功。该项目由日本
株式会社 UACJ 在海港区建设，总占地 56 亩，总建
筑面积 17280 平方米，主要建设电池箱体和防撞梁车
间，生产线 4 条，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100 万套汽车防
撞梁、7 万套电池箱体的生产能力。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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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精密压力机的
现状与发展
文／鹿新建·南京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秦剑·江苏省徐州锻压机床厂集团有限公司

速精密压力机概况

高

高速精密压力机主要用于高速冲压精
密零件，要求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刚度。关

于高速精密压力机的定义，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其
速度与多个因素有关，主要有滑块行程、公称力、冲
压零件尺寸以及冲床结构等，因而很难用一个简单的
数字作为划分标准。本文所提及的高速精密压力机是
指滑块行程 50mm 以内，用于冲压精密小型零件的机
械压力机。

高速精密压力机分类
⑴按速度。表 1 为某些公司对公称力 600kN 以下
的小型高速压力机做的划分，划分时未考虑滑块行程。
⑵按传动系统布置形式分为上传动和下 / 底传
动结构。
⑶按机身型式分为开式、闭式和四柱式机身。
⑷按施力点数分为单点、双点、三点和四点。
⑸按驱动机构形式分为正弦、曲柄滑块、多连杆
和双球头结构。
⑹按驱动系统数目。普通高速压力机传动系统中
一般有一套驱动系统，随着高速压力机向超大吨位和
宽台面发展，一套驱动系统不能满足要求。日本会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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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00kN 以下高速压力机划分
分类

速度 ( 次 / 分钟 )

超高速

≥ 1000

高速

＞ 400 ～ 1000

次高速

＞ 250 ～ 400

常速

≤ 250

专题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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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海第二锻压机床厂从德国豪立克 - 罗斯公司
引 进 RVD32-540 和 RVD63-800 两 个 规 格 的 高 速 精
密压力机，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 1000kN、1250kN 和
2000kN 三个产品。
3) 同期，徐锻集团自主研发了 JF75G-100 闭式
双点高速压力机，在滑块行程 30mm 时，最高行程次
数达到 300 次 / 分钟；通过对 JF75G 闭式双点高速
精密压力机进行技术改造，2006 年完成了国内首台
3000kN 闭式双点高速压力机的研发；2012 年～ 2014
年对现有 JF75G 系列压力机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在
JF75G-200C 机型上实现了 500 次 / 分钟的空载冲压
图 1 MSP 系列压力机

速度以及 420 次 / 分钟的冲压速度。此外，在 2012
年徐锻成功进行了 JL75G-60 型 600kN 多连杆高速超
精密压力机的研制。
4) 扬锻集团起步稍晚，目前已经研发了 J76 系
列压力机 (800kN ～ 7500kN)，其中 800kN ～ 3000kN

MSP 系列压力机 ( 图 1) 采用了两套驱动系统，布置

为 六 圆 导 柱 结 构， 其 余 为 四 角 八 面 导 轨 结 构；

在曲轴的两端，消除了启动瞬间曲轴偏转角造成的同

5500kN( 公称力行程 1.6mm) 闭式双点高速精密压力

步误差。

机，在滑块行程 40mm 时，最高行程次数为 230 次 /

⑺按驱动电机形式分为常规电机驱动和伺服电机
驱动。
⑻按冲压件分为冲压变压器 / 微电机 / 工业电
机铁芯、冲压引线框架、冲压易拉盖、冲压空调翅片、
冲压链条、冲压接插件高速压力机，以及其他冲压金
属及非金属小型零件冲床等。

高速精密压力机的发展
国内高速精密压力机的发展概况
⑴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
1) 我国的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始于济南铸锻所
“六五”期间承担的原机械部“60 吨闭式高速精密
冲床研制”项目，1982 年由济南铸锻所和北京低压
电器厂共同研制我国第一台高速精密压力机 J75G60( 公称力 600kN，冲次为 400 次 / 分钟 )，随后研
制出了公称力 300kN，冲次为 600 次 / 分钟的高速精
密压力机。
2)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
从德国舒勒公司引进 SA 系列中 800kN、1 250kN 及
2000kN 三个规格的高速精密压力机的设计及制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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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为国内首台。

1949 和 1950 年研制成功底传动高速压力机。该类机

5) 宁波精达的技术类似美国 OAK，采用正弦机

型往复运动部分的重量大，在滑块行程次数较高 ( 一

构。开发了用于冲压空调翅片的 GC 系列机型和用于

般不超过 400 次 / 分钟 ) 时由惯性力引起的问题也

冲压电机定转子铁芯的 GD 系列机型，其中 3000kN

越来越严重。

闭式双点高速精密宽台面压力机在滑块行程 30mm
时，最高行程次数达 400 次 / 分钟。

⑶ 20 世纪 50 年代，联邦德国、美国、瑞士的几
家锻压机床制造厂为适应大批量的矽钢片和薄板零件

6) 宁 波 米 斯 克 和 浙 江 帅 锋 先 后 开 发 了 小 型 闭

的生产，发展了早期的上传动高速压力机，卷料自

式 高 速 精 密 压 力 机 ( 多 连 杆 式 )， 宁 波 米 斯 克 的

动送进，应用简单的级进模按顺序冲压，通过减少

Super-30 型 300kN 高速压力机，在滑块行程 25mm 时，

滑块行程而提高行程次数。1953 年德国舒勒公司生

最高行程次数为 1050 次 / 分钟。

产出首台 1250kN 闭式双点上传动高速压力机，行程

7)“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
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先后在 2009 年 3 月、2010 年

20mm 时，速度为 150 次 / 分钟。
⑷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瑞士布鲁德尔公司研

2 月、2011 年 4 月及 2012 年 4 月出台科技重大专项，

制的 BSTA 系列柱式导向上传动开式高速压力机，行

用于扶持高速精密压力机的研发，为微电机、新能

程 30mm 时，最高速度达到 400 次 / 分钟，在 60 年

源汽车、一体式压缩机等产品提供支持。同时，颁

代末和 70 年代提高到了 600 次 / 分钟和 800 次 / 分

布了 GB/T 29548-2013《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精度》

钟，70 年代初开发的 BSTA41 型 400kN 高速压力机达

标准，更好地促进高速精密压力机的健康发展。

到了 1200 次 / 分钟的超高速。随后各压力机制造商

⑵开式高速精密压力机。

展开了高速压力机行程次数的竞争。

开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在导向结构上呈现两种形

⑸ 1974 年 美 国 明 斯 特 公 司 推 出“ 蜂 鸟” 系 列

式，第一种为三圆导柱结构，主要用于精密微电子类

HB2-60 型 550kN 闭式双点超高速压力机，速度达到

零件的高速冲压，除徐锻集团外，其他公司普遍采用

1600 次 / 分钟，1975 年开发的 HB2-30 型 270kN 闭

辅助导柱固定的三圆导柱结构。扬力集团的 SHC-25

式双点超高速压力机，速度进一步提高到 2000 次 /

型 250kN 开式超高速压力机，在滑块行程 20mm 时达

分钟。随后日本、德国也相继研制出自己的超高速压

到了 1000 次 / 分钟的高速度。

力机，步入了超高速压力机时代。

第二种为传统 V 型导向或矩形导向，承载刚度大，

⑹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导体和电子工业的迅速

但速度稍低，多用于小型微电机定转子、E/I 铁芯等

发展对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器元件、微电机、芯片等

零件的高速冲压，也可用于部分空调翅片的冲压，滑

产品出现了大量需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高速压力机

块行程稍长，速度更低。如扬锻股份 JL21 系列空调

向超精密方向发展。日本栗本铁工所引进瑞士 ESSA

翅片用开式高速压力机，其 450kN 压力机在滑块行程

技术制造的 600kN 高速压力机，最高速度为 1500 次

40mm 时，最高行程次数为 250 次 / 分钟，800kN 压

/ 分钟，用于加工集成电路引线框架、精密接插件和

力机则为 120 次 / 分钟。

其他精密零件 ( 尺寸误差要求控制在 10 ～ 20μm)；

国外高速精密压力机的发展概况

日本能率制作所开发的小型高速压力机行程次数达到

⑴高速压力机从诞生到现在已有 100 多年的历

了 3000 次 / 分钟，在满负载条件下达到了 JIS 标准

史。美国亨利拉特公司于 1910 年制造了世界上最早

中的特级精度要求，标志着高速压力机发展到超高速

的四柱底传动高速压力机，曲轴装在工作台下，通过

和超精密阶段。如今，日本电产京利的 MACH-100

四根导柱驱动滑块运动，冲压速度一般为 200 ～ 300

型高速压力机在 100kN、8mm 行程时，已达到 4000

次 / 分钟。

次 / 分钟。

⑵ 日 本 的 能 率、 新 澙 和 会 田 也 分 别 在 1947、

⑺ 20 世纪末，全球家电、汽车行业高速发展，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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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高速精密压力机进一步提高冲压精度与效率。

技术。

日本会田公司推出了双边驱动的 MSP 系列压力机，

此三家企业都是以传统的曲柄滑块机构为工作机

采用单排四点结构，双边驱动，精度更高。日本山

构 ( 图 3)，其共同特征为曲轴支撑和连杆部位均为

田多比的 EPS-220 机型为单排四点结构，在公称力

滑动轴承。采用滑动轴承最大的特点是在一定油压下

2200kN、滑块行程 30mm 时，最高速度为 420 次 / 分钟，
工作台尺寸达到 2700mm×1000mm。此外，日本株
式会社 ISIS 于 2004 年开发出了单排三点结构高速压
力机 PLENOX80-16，最高速度为 500 次 / 分钟，工
作台面达到 1600mm×800mm。

高速精密压力机的技术分析
高速精密压力机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经历了从
下传动为主到上传动为主、从精密到超精密的发展阶
段，整机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新技术不断涌现和发
展，现仅就部分有代表性的技术进行分析。
⑴瑞士 BRUDERER 技术。
图 2 为瑞士 BRUDERER 的 BSTA 型压力机传动系
统，实质为杠杆机构，滑块位移曲线类似曲柄滑块机
构。该机构的优点在于两侧铰接点仅承受 20% 冲压
负荷，为下死点精度的动态调整提供了条件。
⑵美国 MINSTER、德国 SCHULER 和意大利 BALCONI

(a) 美国 MINSTERR 传动系统

(b) 德国 SCHULER 传动系统

图 3 曲柄滑块传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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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瑞士 BRUDERER 的 BSTA 型压力机

(c) 意大利 BALCONI 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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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不接触，依靠油膜刚度传递冲压力，磨损极小甚
至不磨损，机器的可靠性及精密性很高。
⑶美国 OAK 技术。

2) 曲轴传动部分。采用高刚度三点支撑结构，
也有部分机型外部两点为滚动 + 滑动复合结构。普
遍采用制动器、离合器分离结构，布置于曲轴两侧。

美国 OAK 传动系统见图 4，采用正弦机构作为

3) 连杆及调模部分。连杆部分有一体球头式和

工作机构。传动部分可以通过滚针的预紧，实现传动

销轴式。对于四角八面导轨导向形式，多将调模部分

间隙的压缩。美国 OAK 产品广泛用于空调翅片的高

安装在滑块体内，依靠外部气源作为工作动力；对于

速冲压。

球头式结构，调模结构设置在上横梁；六圆导柱导向
结构，调模部分一般直接设计在上横梁内（国内多家
采用）；也有部分机型采用将蜗轮蜗杆等传动件安装
在滑块体中，电机等驱动件安装在立柱等部位。
除了双点的 HMX 系列外，AIDA 后期开发了单排
四点的 MSP 结构。采用两套飞轮 - 离合器 / 制动器
系统，在曲轴两端同步驱动四点结构，曲轴及支撑部
分采用滑动轴承支撑方式，各个连杆部分采用复杂的
螺纹锁紧和过载保护分离结构。
⑸日本 YAMADA DOBBY 技术。
YAMADA DOBBY 不仅仅采用曲柄滑块机构作为
工作机构，还采用两种形式的多连杆机构 ( 图 5，其
中的 NXT 型最大公称力为 2000kN)。
⑹日本 KYORI 技术。
日本 KYORI 高速精密压力机分为曲轴式和多连
杆式，多连杆式高速精密压力机由于结构简单 ( 行程
图 4 美国 OAK 压力机采用正弦机构

⑷日本 AIDA 技术。
AIDA 的高速精密压力机主要是 HMX 系列，该系
列机型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调整。所应用的主要
技术有：
1) 导向部分。采用纯滚动式平面导轨，通过中
部的齿条传动，实现平面导轨的只滚不滑；四圆导柱
静压导向，在导向套中设置阻尼孔，当承载力提高时，
局部油压升高，实现与导向载荷的抗衡；四圆导柱复
合导向结构，是将滚动导向和滑动导向进行复合，其
中滚动部分保证了较高的导向精度，滑动部分保证了
较高的导向刚度；四圆导柱六棱柱体导向，导向部分
为线接触，导向刚度得到明显提升。

图 5 YAMADA DOBBY 机型：NXT 和 M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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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调 )、价格适中、精度较高，在国内占有较高的

设备的发展，也为高速压力机提高行程次数创造了条

市场份额。与 YAMADA DOBBY 的多连杆机型相比，

件。从高速压力机发展的历程看，随着行程次数的飞

下死点附近停留时间稍短，因此可以取得更高的工

跃式提高，其公称力和行程呈现出减小的趋势。

作速度，其最新型的 FENIX 机型速度进一步提高了

⑵高刚度和高精度。

20%。日本 KYORI 的多连杆驱动技术，由于结构简单，

在高速压力机上大多采用硬质合金模具，其凹凸

被国内多家采用并进行提升。

模在水平面内的相对位移必须减少到最小限度，要求

⑺下死点稳定技术。

高速压力机具备一定的水平刚度。由于高速压力机存

下死点精度是高速精密压力机的重要精度指标，

在“反向负载”，则要求进一步增大其垂直刚度。通

直接影响到冲制品的精度，也是影响高速精密压力机

常采用合理的结构设计并加大设计裕量（加大曲轴、

技术水平的关键指标。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标准，在我

销或球头等零件尺寸）来予以保证。

国新出台的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精度 (GB/T 29548-

高精度是指高的静态几何精度和动态精度（下死

2013) 标准中给出了精密级和超精密级的下死点精度

点精度）。静态几何精度与高速压力机的制造水平有

标准以及测试方法。除了瑞士 BRUDERER 的下死点机

关，动态精度则是通过采取温度控制以及下死点动态

械补偿外，国外在下死点精度提升上采取的措施主

补偿机构来实现。在静态几何精度方面，基本以日本

要有：

工业标准的特级精度标准（JIS B 6402:1997）为最

1) 预热。开始工作前对压力机进行预热，并使
压力机工作过程中的温升不超过预热温度。预热的温
度、时间与高速压力机的工作速度有关。
2) 设置油冷机。在压力机工作过程中使冷却油
流经机器内部，抑制温度上升。

低标准，国外各公司的内控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
幅压缩。
⑶上传动占主导。
上传动方式具有运动部件重量较轻、空间好布置、
维修方便等优点，已成为高速压力机的主流方式，为

3) 先加热后保温。开机工作前数小时自动接通

国内外制造商普遍采用，并在传动机构、导向方式、

加热器和油泵并定时，逐渐提高压力机内部温度，压

动平衡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革新。下传动方式的高

力机工作后通过润滑油冷却装置使温升不超过设定值

速压力机仅在个别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并保持恒定。目前，许多公司采用此方式。

⑷闭式结构将占主导地位。

4) 此外，日本 KYORI 公司地 NEW-BEAT 系列高

随着对冲制品精度的进一步提高，采用闭式结构

速压力机（肘杆式传动机构）采用按一定顺序加热杆

是一种必然趋势。一方面闭式结构有较大的空间便于

系的方式。首先使连杆和连接杆受热膨胀，下死点位

安装动平衡装置，利于提高行程次数（3000 ～ 4000spm

置稍微上升，接着让上下两肘杆和导杆受热膨胀，下

的超高速压力机均为闭式结构），进而提高生产效率；

死点位置下降，从而使下死点位置保持不变。

另一方面闭式结构刚性好，可以提高冲制品精度及模
具使用寿命。此外，采用闭式结构可以增大工作台宽

高速精密压力机发展趋势

度，利于使用多工位级进模。

⑴高速度。

⑸双点结构逐渐向多点发展。

高速压力机行程次数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提高了

闭式高速压力机多为双点结构，随着冲压模具工

生产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得益于标准化、系列化、

位增加和冲制品尺寸加大，要求加宽工作台面和增大

批量化的功能性冲压零件市场需求旺盛，同时冲压零

冲压力，采用双点结构则需要进一步加大滑块及导向

件厚度逐渐减薄，所需冲压吨位逐渐减小，这就为高

的刚度。因此，不少公司采用三点或四点结构，辅助

速压力机提高行程次数创造了条件。此外，高速精密

导向采用圆柱形式，既能够实现滑块轻量化，又能提

冲压模具尤其是多工位高精度级进模具和自动化周边

高行程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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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采用新材料。

冲制品的效率和精度不仅与高速精密压力机本身

随着对高速压力机精度要求不断提高，新型材料

有关，还和其配套的周边设备和模具有关。很多厂家

不断得到应用，主要目的是在保证刚度的前提下，减

开始关注周边设备及模具并纳入自己的业务范围，此

轻运动部件的重量、减小温度变化对下死点的影响以

外，使用环境也被考虑在内，一方面是冲压噪音防护

及提高承载能力。应用的新材料主要有：

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对精度的影响问题。而且已有厂

1) 低密度材料。美国 OAK 公司的部分高速压力
机，滑块采用超硬铝合金材料，重量降低了 60%；
日本电产京利公司 100kN、4000spm 的超高速压力机，

家将隔音室作为标准配置，如日本 YAMADA DOBBY
的 MXM 系列高速压力机隔音室。
这种整合还体现在操控系统，使得高速压力机呈

滑块采用陶瓷 - 铝合金复合材料，使滑块运动部件

现出金属切削机床的某些特征。如采用手轮精确调整

的惯性力下降了 40%，减少工作次数变化对下死点

装模高度，采用基于 windows 的可视化操作系统进

精度的影响。

行冲压参数的输入与存储，采用在线监测系统（如

2) 低膨胀系数材料。日本 ISIS 公司的 U 系列高
速压力机，主要驱动部件及联接件都采用低热膨胀系

BRANKAMP 系统）实时监测冲压线的运行参数，以及
采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在线故障监测与处置等。

数的合金铸件 Nobinate-5（Ni 含量为 36%，Co 含量

⑼应用伺服驱动技术。

为 6%），其热膨胀系数只有钢的 1/4 ～ 1/3，硬度

伺服驱动在冲压设备上应用能够实现较高的工艺

与 FCD45-50 相当。此外，也有部分公司采用线膨胀

柔性，同时简化传动系统。而高速精密压力机则体现

系数更小的因瓦合金作为滑动轴承材料，以减少热变

出高度的“刚性”，随着伺服技术的发展和用户冲压

形对下死点精度的影响。

工艺的改进，将实现“刚柔并济”，即将伺服驱动

3) 其他特殊材料。随着高速压力机行程次数的提

技术应用到高速精密压力机领域。如日本 YAMADA

高，在滑动支撑或导向部位逐渐采用特殊材料。如在

DOBBY 公司开发的 Fit-3 型高速伺服压力机，采用伺

滑动摩擦部位采用摩擦性能更好的巴氏合金；在球碗

服电机驱动，无离合器和制动器。

等承受大冲击载荷的部位采用高力黄铜或铍青铜等。
⑺采用高精度轴承。
滚动轴承在承受冲击载荷时为线接触，刚性较差，
尤其在重载时，会出现下死点精度不稳定，故多用于
中小吨位高速压力机。滚动轴承的发展趋势是进一步
提高精度，注重与高速压力机的完美结合。
滑动轴承为面接触，刚度大，利于下死点精度保
持稳定。随着高速压力机的整体制造精度不断提高，
并采用油温控制和大流量润滑系统，滑动轴承发热得
到有效解决，被逐渐重新用到高速及超高速压力机中。
滑动轴承的发展趋势是应用新材料和进一步提高制造
精度。
日本 AIDA 公司使用了复合轴承（滚动轴承 + 滑
动轴承），在冲压时，滑动轴承起作用，刚度大；非
冲压时，滚动轴承起作用，摩擦力显著降低，有利于
高速运行。
⑻高度集成化。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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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电视机背板的
成形方案研究
文／林冬，崔得林，姚文平，安玉江·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背

板、胶框、中框、前壳、后壳是电视机的

对于一体式背板外观结构，背板成形工艺复杂度

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电视机的结构骨

及难度剧增，背板天、左、右侧拍死边尺寸、角部拼

架，起承载液晶面板，固定电子及光学元

接缝隙尺寸、拼接端部段差尺寸、冲压成形后角部焊

器件，优化外观效果等作用。结合市场和用户的需求

接工艺的控制为一体式电视机背板成形的主要难点。

调研，并对比行业内电视产品的研发方向，超薄无边

背板角部拼接结构设计方案

框电视机结构将会引领未来的潮流。

一体式电视机背板结构为天、左、右三边拍平，

一体化外观结构即背板与中框一体化方案，背板
可直接作为中框，以减少电视模组结构件的物料数量，

天侧左右角部拼接，拼接后进行激光焊接以密封背光

降低模组物料成本，简化现有模组制程，提高后端模

源光线并阻隔异物，为实现良好的外观效果，焊接后

组整机线体的生产效率。且依托目前 DLED、ELED 电

进行打磨抛光处理。

视产品结构方案的应用研究，可实现一种厚度更薄、

为保证焊接打磨后产品的外观效果，同时按照产

成本更低、制程更加简单的无边框电视新品形态。在

品展开原理进行结构设计，考虑角部拼接结构方案如

提升产品外观形态的同时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及行业

图 1 所示，对应角部拼接结构焊接后状态如图 2 所示。
方案 a：角部拼接后焊接顶部及中部塌陷严重，

影响力。

a

b

图 1 角部拼接结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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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2 角部拼接结构焊后状态

无法形成焊后自然 R 角，不满足产品的外观要求。

满足角部焊后的外观效果，控制拍死边高度 h 公差为

方案 b：角部拼接后焊接轨迹稳定，拼接侧面焊

±0.2mm；折弯边高度 H 公差为 ±0.2mm，拍死边

后过渡圆滑，但焊接后顶部塌陷，存在明显段差，不

厚度（两倍料厚）T 公差为 0 ～ 0.1mm；控制角部拼

满足产品的外观要求。

接 A、B、C 三处缝隙在 0.15mm 以内，天侧与左、

方案 c：角部拼接方案焊接后可形成自然 R 角，

右侧拼接高度段差在 0.2mm 以内。

模具成形工艺

配合打磨抛光工序可满足外观要求。

为实现此背板结构，模具分为 8 工序成形：M1

一体式电视机背板的成形方案

工序拉伸、打凸→ M2 工序拉伸整形、打卡勾、角部

综上，方案 c 的角部拼接结构设计既可实现背板

冲孔下料→ M3 工序切边、冲孔、背面折弯预折线

与中框一体化结构，成形后焊接打磨又可以满足产品

→ M4 工序切边、抽芽→ M5 工序压毛边、折弯→ M6

的外观要求。

工序天、左、右侧侧推拍死边→ M7 工序天、左、右

角部拼接关键尺寸管控

折弯拼接→ M8 工序铆接。

如上所述，一体式电视机背板采用三边拍平、角

角部拼接结构成形工艺首先进行冲孔下料，而后

部拼接结构，即背板中框一体化。方案 c 角部拼接结

进行死边部位下折、插刀侧推推平、折弯角部拼接成

构及重点管控尺寸详情如图 3 所示，天、左、右侧

形。详情如图 4 所示，为保证后续焊接质量，需控制

折弯边侧推拍平形成拍死边结构，天侧折弯边压靠

A、B、C 三处缝隙尺寸在 0.15mm 以内。

左 / 右侧折弯边后，拼缝处进行激光焊接处理。为

⑴对于间隙 A 的控制，展开设计值间隙为 0，即

拍死边高度

天侧

A

拍死边厚度

左/右侧

折弯边高度

拍死边结构

h

H
B

T

C

图 3 角部拼接结构示意图及重点管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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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mm，左、右侧切料长度为 9.74mm，
预留出 1 个料厚尺寸 0.8mm，即实现天侧
折弯后可与左、右侧折弯边在角部拼接缝隙
9.74

C 处实现零间隙配合。

10.54

同时，要保证折弯角度，折弯冲设计为

0.80

可调式，以便在线快速调整折弯角度及边高。
1 角部下料

2 死边部位上折

对于拼接高度段差需在 0.2mm 以内，通过
可移式刀口及折弯冲设计，保证折弯边高度
尺寸 H 公差，进而保证拼接段差。
为实现天、左、右三边拍死边，拍死
边模具结构如图 5 所示，插刀 4 固定在上
夹板 2，锁附在上模座 1，推块 5 连接等高
套筒 7，为减少推块 5 运动时与下垫板 8 间

3 侧推推平

4 折弯拼接

图 4 拍死边、角部拼接结构模具成形工序

摩擦力，推块 5 底部布有油槽，等高套筒 7
与下模板 13 间固定弹簧，成形初始阶段，
托料板 11 向下运动，与下模板 13 作用进
行压料，保证料片 12 成形稳定性。插刀 4
向下运动，推动推块 5 进行侧推推平。推

展开时左、右侧预留一个料厚的 L 形台阶，保证 L 形

块侧推直身要较拍死边长度预留 3 倍料厚，推块 5

下料尺寸，同时控制拍死边厚度 T 为 2 倍料厚，折弯

与托料板 11 间隙在 2 倍料厚，以减少推平后回弹。

角度为 90°，公差范围－ 0.5°～ 1°。

此时弹簧 6 处于压缩状态。成形结束后，弹簧 6 作

⑵对于间隙 B 的控制，调整预折线深度及位置，
保证拍死边高度 h，同时控制折弯边高度 H，以保证

用于等高套筒 7，等高套筒 7 施加拉力于推块 5，使
其恢复至初始位置。

焊接、打磨工艺

拍死边位置尺寸。
⑶对于间隙 C 的控制，展开时天侧切料长度为

为实现背板角部拼接外观效果，兼顾成本与满足

1
2

10

3

6.60

11

4
5
6
7
8
9

12
13

4.20

1.60

0.80

1- 上模座 2- 上夹板 3- 托料板 4- 插刀 5- 推块 6- 弹簧 7- 等高套筒
8- 下垫板 9- 下模座 10- 止挡板 11- 托料板 12- 胶片 13- 下模板

图 5 拍死边模具结构图

Z

45°

0.5 料厚
Y
激光焊接头
焊接轨迹

焊接结束点
焊接初始点

X

图 6 激光焊接轨迹示意图

(a) 冲压

(b) 焊接

(c) 打磨

图 7 产品状态

拍死边焊透的焊接能量。同时保证较高的焊接生产效

完成，各阶段产品状态如图 7 所示，通过合理的模具

率，应用 500W 连续激光器进行焊接，调整匹配度最

成形工艺与焊接打磨工艺匹配，可实现一体式电视机

佳的焊接功率 230W 及焊接速度 5mm/s，既可满足

背板良好的产品外观效果。

1.6T 厚度拍死边的焊接能量，又可保证焊接节拍控

结论

制在 4s 以内。
激光焊接轨迹参照图 6，为保证焊后不可有塌陷，

⑴一体化外观结构即背板与中框一体化方案，背

因此焊接轨迹不可有交叉，且要避开拼接缝隙。激光

板可直接作为中框，以减少电视模组结构件的物料数

焊接头呈 (-1，-11) 方向布置，沿图 6 所示轨迹运动，

量，降低模组物料成本，简化现有模组制程，提高后

以保证折弯边拼接部位形成自然 R 角。针对焊后角部

端模组整机线体的生产效率。

进行打磨，焊接及打磨全过程均通过自动化方式进行

⑵通过合理的结构及模具设计方案，保证了背板

以保证生产效率及产品外观稳定性，打磨首先对焊接

天左右侧拍死边尺寸、角部拼接缝隙尺寸、拼接端部

#

面、焊接邻面以及开口顶面使用 180 砂纸进行粗打
#

磨，最后使用 800 百洁布进行抛光处理以保证喷粉

段差尺寸，配合合理的自动化焊接打磨工艺，最终实
现一体式电视机背板的稳定批量生产。

后的产品外观效果，整个自动化打磨工序可在 20s 内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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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行业传统点焊工序
自动化转型升级
文 / 张伟亮·格力电器（石家庄）有限公司

点

焊工序是家电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工序，

业环境差的现状，项目组通过对空调器产品中部件的

可以实现不同金属板材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研究分析，提出“以自动化铆接为主，自动化点焊为

目的。随着家电行业自动化的不断实施，

辅”的技术改善思路，历时两年多，实现了全款产品

冲压、注塑等板块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自动化升

传统点焊工艺的自动化转型升级。

级，员工作业强度、作业环境得到了较大地改善，

对于较大的部件，如底壳组件、后板组件，其为

而点焊工序由于实施难度大，行业内仍旧以传统的

板材型面接触，接触面积较大，通常接触面宽度不小

人工点焊作业为主，近两年，我公司通
过规划和研发设计，成功实现了传统点
焊工序的自动化转型升级。

传统点焊工艺
在空调器中，一些部件如底壳组件、
后板组件、电机支撑架等（图 1）是由
多个金属板材件和金属螺栓等通过人工
点焊制造加工而成，每件产品根据部件
的复杂程度不同，分别需要点焊两个到

(a) 底壳组件

(b) 电机支撑架组件

图 1 某款空调部分组件

几十个不等的焊点，每件产品的全部工
序生产需要多人使用中频点焊机点焊作
业 ( 图 2)，点焊过程“火星四射”，
员工作业环境差，且耗费人力多，亟需
技术研发，实现自动化改造。

工艺自动化升级
工艺改进
为改善传统人工点焊费时费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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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底壳点焊

(b) 电机支撑架点焊

图 2 产品点焊工序

于 16mm，点焊工艺生产的产品如图 3 所示，针对这
些部件，我们进行了工艺变更，实现了多种铆接工艺
( 图 4) 替代家电传统点焊工艺，直接改善了员工作
业环境，同时使得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

自动化生产线
在实现工艺改进之后，项目组针对不同产品进行
了规划并落地了自动化铆接线体，这些线体包含线体

料工作，其余工序过程如生产、堆码装车等工作，全

本体、传送装置、机械手装置、铆接机构、机器人堆

部由机械手和机器人自动完成，而传统的人工点焊生

码等，整条自动化线体只需要 1 名员工进行简单的上

产，每条线则需要 5 ～ 6 人协作完成，下面以一款底
壳组件产品的生产为例进行介绍。
空调器底壳组件产品由 1 个底壳、2 个挡块、2
个基脚、3 个压缩机螺栓连接而成，传统的点焊方式
需要多人同时作业 ( 图 5)，需要进行上料、点焊挡块、
点焊基脚 1、点焊基脚 2、点焊螺栓、下料装车等 6
道工序，产品复杂，工序较多。
经过项目组研究，落地了底壳组件一个流自动化
生产线，如图 6 所示，本条线采用 TOX 铆接工艺，

图 3 点焊工艺产品

通过建立双层多工位式循环流动本体，
制作专用产品载具，配置机械手、机器
人，实现了产品的自动化铆接生产。
具体工作流程为：线首人工进行上
料→螺栓自动化点焊→挡块自动化铆接
→基脚自动化铆接 1 →基脚自动化铆接
2 →机器人自动化堆码装车，整个流程
只需 1 名员工进行上料工作，自动线生
产流程见图 7。

图 4 铆接代替点焊工艺的产品

图 5 底壳组件人工生产模式

实际生产及效果
员工将空调器底壳产品放置在线体

图 6 自动化线体示例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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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螺栓自动化点焊

(d) 基脚自动化铆接 2

(b) 挡块自动化铆接

(c) 基脚自动化铆接 1

(e) 机器人自动化装车

图 7 自动化工序生产流程

的工装治具内，同时在治具的相应部位上放置好 3 个

统人工点焊工序的升级，这将极大地改善员工的作业

螺栓、挡块，产品随治具在线体上移动，移动至点焊

环境与生产物料耗材消耗，实现减员增效，进一步提

站阻挡器处，由此站机械手抓取装有产品的治具，移

升工厂自动化水平，同时有利于实现制造业员工由直

动至点焊机处对三个螺栓进行自动化点焊作业，螺栓

接操作工向自动化技能工的转变。

点焊完成后，机械手将治具放回线体，移动至挡块铆
接站，此站机械手抓取治具，对产品进行挡块铆接作
业，后工序基脚铆接也是如此完成。
在完成产品的所有自动化点焊、自动化铆接生产
工序后，成品随治具移动到自动化线体末端，然后由
机器人携带专用夹具，完成底壳组件成品的自动化收
料、自动化装车。
采用这样的点焊改自动化铆接思路，项目组先后
落地了多条不同款底壳组件类产品自动化铆接生产
线，同时进一步进行项目攻关，逐步实现其他产品的
自动化铆接生产，实现了传统点焊区域的重大改善。

结束语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开发、引进新的连接
技术，研发对应的自动化线体，可以实现家电行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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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
电器

MADE IN CHINA

蒋鑫强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钣金厂自动化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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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明伦·FM 记者

空

调自诞生起，就肩负着“空气调节”的
使命，其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 1000 年，
当时波斯人发明了一种古式的空气调节

系统，利用装置于屋顶的风杆，以外面的自然风穿
过凉水并吹入室内，令室内的人感到凉快。如今的
空调技术不断革新，从“制冷快”到“不吹人”再
发展到“恒温场”，真正进入了空调控温的舒适时
代，更多的用户享受到了科技的成果。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
电器”）是空调行业的领跑者，尤其是家用空调，
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真正做到了让世界爱上中国
造。空调与钣金冲压成形联系紧密，其底盘、中隔
板、电机支架等均为冲压制造。作为冲压成形行业
的专业媒体，《锻造与冲压》杂志一直关注着家电
冲压企业的发展，不久前本刊记者参观了格力电器
钣金厂，并采访到了自动化主管蒋鑫强，让他为我
们展示格力电器掌握的核心科技。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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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元高速生产线

智能车间，智慧制造

“作为靠设备吃饭的钣金车间一直对设备的性能

格力电器钣金厂成立于 1988 年，经历 4 次乔迁，

有着严格的要求，同时参考性价比与售服态度来选择

厂房面积随公司的高速发展而不断扩大，形成了以生

更适合自己的设备商，满足零件生产的同时，我们还

产空调大型钣金冲压件为主兼有检验钣金件加工的全

布局了设备联网信息化工程，实时监控设备开机情况、

套生产能力。车间拥有多条自动冲压线：包含机器人

生产计划完成情况以及生产异常监测、设备故障预警

生产线、独立式机械手线、连杆式机械手线、以三次

等，形成一套成熟的设备健康管理系统，服务于各作

元为导向的高速生产线以及连续模高速生产线，可以

业设备。” 蒋鑫强谈到车间设备时说。

满足空调器与多种生活电器等各类钣金件的冲压作
业，可实现 6 ～ 28 次 / 分钟的冲压节拍。
整个车间通过开卷剪板一个流、自动化数控生产、

车间的仓储系统也是智能化的典范。钣金立体仓
储系统，实现了钣金成品自动化、信息化的入库和出
库管理。入库，以 ERP 等为中央指导系统，零件下线

冲压自动换模系统、地下废料输送线的联合使用，极

码垛后，对零件进行信息扫描，确定物料性质，直发

大压缩了产品生产的人员需求，效率提升明显。

物料通过 AGV 送至直发通道，直接出库，入库缓冲

34

锻造与冲压 2020.12

企业 报道
Enterprise

自动化团队

物料通过 AGV 送至入库平台，并与之自动对接，实

速度。

现物料自动、快速、准确存储入库；出库，根据系统

车间数据采集系统

指令实现物料自动出库，并送至出库平台，实现按需

车间数据采集系统是用来采集硬件设备状态信息

按时均衡化出货；出库位置设置分拣区，分拣物料（余

以及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数据信息。硬件设备状态信息

料）逆向重新入库；仓储系统包括托盘、工装回流装

主要包含设备状态信息 ( 包括加工设备、线体、检测

置；立体仓储通过 WCS、WMS 系统实现入库、出库

设备等 )、机器人（上下料、AGV、码垛等）的运行

的自动化、信息化、目视化。

状态信息，这些数据信息通过 DNC 网络反馈给车间
服务器，实现数据的采集与存储。车间生产数据信息

大数据赋能产品制造

主要包含车间生产、物料以及质量数据，车间现场的

格力电器的车间在关键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

生产、物料以及质量信息数据通过现场终端一体机 +

上，形成了制造管理的大数据库，进一步提升制造现

物联网技术（RFID、条码等）识别反馈，实现车间实

场工艺、质量、物流等环节的协同控制准确度和响应

时数据的采集。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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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0t 机器人生产线

壁挂板冲压件

车间透明化及制造数据看板系统

电行业第一。现拥有 28 项“国际领先”技术，获得

实现了对车间级制造数据进行实时化和透明化管

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2 项，中国专

理，其中的电子看板管理平台、手机看板管理平台，

利奖金奖 4 项。

对车间机台布局、车间生产数据、车间物料动态、机

格力电器在员工培养方面走得也是脚踏实地的路

台状态数据、整体计划达成等信息进行监控展示和统

线，新进员工都需要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做起，

计分析，从而为生产决策提供更快速和直观的依据。

经历车间各个岗位的实践学习，总结心得体会，参与
改善活动。格力电器希望每个员工都能脚踏实地、摒

实实在在谋创新 脚踏实地抓培养
钣金冲压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行业，古老是行
业的沉淀，新鲜是工艺技术的创新，而这些工艺技术
的创新离不开格力电器“实”的企业文化，少说空话、

弃浮躁，在这个行业中慢慢磨砺自己，耐住寂寞，增
长才干，坚持自己的梦想，把工作当作事业，规划好
自己的未来，夯实基础，扬帆起航。
与蒋鑫强的交流中，我们得知格力电器基本上不

多干实事是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数十载的发展，格力

靠引进人才，而是靠培养人才。公司研发人员全部来

电器在技术创新上硕果累累。

自国内高校，每年格力电器都会从各大高校招收大量

格力电器目前已申请国内专利 67325 项，其中发
明专利 33331 项，累计授权专利 36951 项，其中发明

毕业生，将其培养成才。
随着教育的普及，日愈剧增的高校毕业生面临着

专利 8025 项，申请国际专利 2109 项。在 2019 年国

巨大的就业压力。疫情的来临，让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家知识产权局排行榜中，格力电器排名全国第六，家

很多公司开始裁员，令每一位学子都在揪心，格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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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机器人线调试

空调外机冲压件

空调外机面板

器表示 2020 年将再招 5000 名大学生充实 15 个研究

“然而这些还不够，未来我们需要基于物联网、

院。格力电器这样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让人肃然起

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手段实现数据感知、数

敬。

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智能操作，在物流空
间与信息空间实现双重突破创新，系统构建网络、平

坚持初心，应时而变

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

新一轮洗牌到来，在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国内

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最终形成智能化发展的新型业态

外经济都遭受了严重打击，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钣金

和应用模式。我们要做好准备，才能抓住机遇，乘风

冲压行业需要坚持初心，亦需要应时而变。蒋鑫强表

破浪！”

达了对冲压行业发展趋势的看法：
“在工业 4.0 和新基建背景下将迎来大规模工业
转型升级，智能制造将成为突破口。工艺技术日新月

结束语
采访最后，我们一行参观了格力电器的生产车间，

异，钣金冲压持续提升着生产节拍，新型高速冲压生

整个车间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产业工人很少、机

产线不断产生；满足各类异形零件加工的柔性线也逐

器“手臂”很多，车间自动化程度之高令人惊叹。格

渐孕育而出，三维激光与冲压的结合也将成为新的生

力电器是国内较早一批引进自动化生产的制造企业，

产模式。同时伴随而生的还有各类成品自动码垛技术

近些年也在积极探索智能化工厂的建设。一个企业想

的研究应用，节拍转换、品种切换、冲压不停机等都

要掌握话语权，必须先掌握核心技术。我们衷心祝愿

是需要突破思考的问题。

国内制造企业拥有越来越多的核心技术。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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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冲压行业企业调研报告（上）
文／中国锻压协会

2

019 年下半年行业运行情况

企业盈利能力降低。具体数据见表 2。

1. 经济形势及行业形势

3. 企业投入方面

2019 年下半年与 2019 年上半年环比情况：

无论 2019 年下半年与 2019 年上半年环比，还是

国家形势方面 70.6% 企业选择持平；行业形势方面

2019 年下半年与 2018 年下半年同比，新增自动化设

47.1% 企业选择持平，29.4% 的选择减少。2019 年

备和现有自动化设备改造方面选择增加和持平的企业

下半年与 2018 年下半年同比情况：国家形势和行业

较多；新产品的研发也是选择增加和持平的较多，说

形势方面都有 56.2% 企业选择同比减少。说明大部

明企业尽管经营困难，但在自动化改造升级方面和新

分企业对 2019 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和行业形势持普

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并未减少。在降低人工成本、提

遍悲观态度，也反映出国家和行业经济运行困难，企

高效率、提升质量和新产品研发投入等方面持续受到

业运营普遍艰难。具体数据见表 1。

企业的重视。具体数据见表 3。

2. 企业经营情况

4. 市场需求情况

2019 年下半年与 2019 年上半年环比情况：销售

根据 2019 年冲压件应用领域的需求情况调研结

额方面上半年与下半年基本持平；在板材件的进出

果：汽车行业，2019 年下半年环比与同比均为普遍

口和价格方面，普遍持平或下降。2019 年下半年与

减少或持平；家电行业，下半年与上半年环比基本持

2018 年下半年同比，销售额、进出口、产品价格各

平，而与 2018 年下半年同比则多数减少或持平；电子、

方面普遍减少或持平。说明 2019 年市场环境较差，

通讯行业，下半年环比好于上半年，但与 2018 年同

表 1 经济形势、行业形势对比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较好

持平

较差

较好

持平

较差

国家经济形势

17.6

70.6

11.8

12.5

31.3

56.2

行业形势

23.5

47.1

29.4

6.3

37.5

56.2

注：比值 = 该项目趋势企业投票总数量 / 参与调研企业总数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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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也是减少的；农机与工程机械，环比持平或增加的

他行业则保持持平或向好。具体数据见表 4。

较多，农机行业与 2018 年同比也是减少的；设备制

5. 材料成本

造方面，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是下降的。数据显

除了镀锌钢板价格反映增加的比较多以外，其他

示，汽车行业和设备制造业需求下降比较明显，而其

材料品种普遍持平。说明材料价格在 2019 年度是比

表 2 调研企业经营情况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持平

减少

增加

持平

减少

金属板材件销售

28.6

42.9

28.5

15.4

23.1

61.5

金属板材件出口

16.7

50.0

33.3

9.1

27.3

63.6

金属板材件进口

9.1

63.6

27.3

10.0

40.0

50.0

金属板材件价格

7.2

71.4

21.4

7.7

53.8

38.5

表 3 企业投入方面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持平

减少

增加

持平

减少

新增自动化设备

37.5

37.5

25.0

31.3

37.5

31.2

现有设备自动化改造

40.0

53.3

6.7

53.3

40.0

6.7

信息化

33.3

60.0

6.7

42.9

50.0

7.1

新产品研发

47.1

47.1

5.8

31.3

43.7

25.0

表 4 冲压件市场需求情况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持平

减少

增加

持平

减少

汽车行业

25.0

25.0

50.0

6.7

20.0

73.3

家电行业

0.0

87.5

12.5

12.5

37.5

50.0

电子、通讯行业

37.5

62.5

0.0

25.0

25.0

50.0

农业机械行业

0.0

100.0

0.0

0.0

57.1

42.9

工程机械行业

37.5

50.0

12.5

7.5

37.5

25.0

设备制造业

33.3

22.3

44.4

33.3

11.1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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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平稳的。具体数据见表 5。

比方面：多数企业选择减少或持平。国家经济下行压

6. 技术人员情况

力增加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上半年各行各业都

行业技术人员情况，数据普遍反映持平或减少，

将举步维艰，特别是一季度，有专家认为国家和行业

说明行业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并未得到缓解。具体数

经济形势有望在二季度得到复苏。具体数据见表 7。

2. 企业经营情况

据见表 6。

在销售额和进出口方面，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

2020 年行业发展趋势

专家对 2020 年上半年的预测大都是减少或持平；而

1. 国家及行业经济形势

在价格方面则普遍认为持平或增加。从这组数据分析

通过调研，2020 年上半年与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看，除了产品价格预期保持平稳，专家们对行业的销

国家经济形势方面，50% 企业选择持平，28.6% 企

售额、进出口普遍持悲观态度。这与整个国家和行业

业选择减少；行业形势方面，42.9% 企业认为行业

经济形势的判断是一致的。特别是进出口方面，受国

形势环比下降。2020 年上半年与 2019 年上半年的同

际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疫情影响，进出口将受到较

表 5 材料成本情况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持平

减少

增加

持平

减少

热轧钢

0.0

90.9

9.1

10.0

70.0

20.0

冷轧钢

9.1

81.8

9.1

20.0

60.0

20.0

冷轧钢板，镀锌

30.8

69.2

0.0

38.5

46.2

15.3

不锈钢

14.3

85.7

0.0

14.3

71.4

14.3

表 6 技术人员情况
2019 年下半年环比（%）

2019 年下半年同比（%）

项目
技术工数量

增加

持平

减少

增加

持平

减少

6.3

62.5

31.2

5.9

58.8

35.3

表 7 经济形势、行业形势对比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较好

持平

较差

较好

持平

较差

国家经济形势

21.4

50.0

28.6

28.6

42.9

28.5

行业形势

21.4

35.7

42.9

28.6

35.7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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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成本

大影响。具体数据见表 8。

3. 企业投入方面

材料成本方面，预测持平和增长的企业较多。说

自动化、数字化和新产品研发费用，普遍增加或
持平，说明行业企业重视对自动化、信息化的改造及

明材料价格经过一段时间的平稳期后，会趋于上涨。
具体数据见表 11。

对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投入。从数据看，继续加大

6. 技术人员情况预测

自动化、数字化和新产品开发的力度不会减弱，这是

多数企业为持平或减少，行业人才短缺的情况近

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通

几年会持续下去，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具体数据见

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比例，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已成

表 12。

为企业领导和专家们的共识。具体数据见表 9。

运行总结及发展趋势预测

4. 市场需求情况
关于 2020 年上半年冲压行业的市场需求情况，

⑴ 2019 年冲压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

根据所有参加调研企业反馈，汽车行业需求预测继续

面，人工、租金等成本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市场

减少或持平，电子、通讯行业预测需求增加，设备制

萎缩、需求不振直接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展

造业预测有所复苏，其他行业大部分专家预测会持平。

望 2020 年，总体来说，全年经济总量与 2019 年基本

但应该说保持持平的心态最为明显，如果影响行业运

持平，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有些产业下滑会比较严重，

行的一些因素向恶性方向转化，会导致需求减少，行

预计下半年会回升，同时，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部

业运行将十分艰难。具体数据见表 10。

分落后产能将遭到淘汰。

表 8 调研企业经营情况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持平

减少

增加

持平

减少

金属板材件销售

16.7

41.69

41.7

25.0

41.7

33.3

金属板材件出口

22.2

11.1

66.7

11.1

22.2

66.7

金属板材件进口

11.1

22.2

66.7

12.5

25.0

62.5

金属板材件价格

18.2

81.8

0.0

18.2

72.7

9.1

表 9 企业投入方面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持平

减少

增加

持平

减少

38.5

53.8

7.7

46.2

38.5

15.3

现有设备的自动化改造 38.5

53.8

7.7

46.2

38.5

15.3

信息化

58.3

41.7

0.0

50.0

41.7

8.3

新产品研发

30.8

69.2

0.0

15.4

76.9

7.7

新增自动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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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冲压件市场需求情况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持平

减少

增加

持平

减少

汽车行业

20.0

46.7

33.3

21.4

42.9

35.7

家电行业

0.0

71.4

28.6

0.0

85.7

14.3

电子、通讯行业

28.6

71.4

0.0

28.6

57.1

14.3

农业机械行业

12.5

75.0

12.5

14.3

71.4

14.3

工程机械行业

12.5

75.0

12.5

25.0

50.0

25.0

设备制造业

28.6

57.1

14.3

28.6

42.9

28.5

表 11 材料成本情况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增加

持平

减少

增加

持平

减少

热轧钢

22.2

77.8

0.0

11.1

77.8

11.1

冷轧钢

33.3

66.7

0.0

22.2

66.7

11.1

冷轧钢板（镀锌）

40.0

60.0

0.0

30.0

60.0

10.0

不锈钢

0.0

100.0

0.0

0.0

100.0

0.0

表 12 人才情况预测
2020 年上半年环比（%）

2020 年上半年同比（%）

项目

技术工数量

增加

持平

减少

增加

持平

减少

7.7

76.9

15.4

15.4

69.2

15.4

⑵汽车行业，2019 年冲压行业受汽车销量影响，

前期购置税优惠政策严重透支消费需求，新的刺激消

产销量有所降低，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继续下

费政策对市场需求影响力相对有限。国六标准提前实

滑，预计 2020 年下半年会出现恢复性增长。从国际、

施，加速汽车市场的淘汰步伐，产业政策全面向新能

国内汽车保有量和车企发展来看，中国冲压市场仍有

源车倾斜。新能源汽车补贴过渡期结束，政策刺激的

较大提升空间。汽车下乡，禁止限购、限行等国家出

效果将逐渐减弱，汽车行业发展将回归市场导向。

台的一系列刺激汽车消费政策，对汽车市场稳定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平稳运行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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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治超加严等政策持续利好驱动下，与乘用车市

行业普遍产能过剩，传统工艺的冲压设备需求整体大

场持续的低迷相比，2019 年中国商用车行业发展平

幅度下滑，某冲压龙头企业业绩下滑近 40%，其他

稳，产量同比增长 1.9%，销量下降 1.1%。2020 年

企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大幅下滑，一些中小型设备企业

随着新基建项目增加，货车需求稳定、客车继续承压，

日子更加难过。

行业向低碳、智能方向深度发展，设备网联化、大数
据化趋势明显。

⑹ 2020 年随着汽车企业配套商的设备更新换代，
有一定产品需求。但目前车市仍在下滑，新的需求数

⑷精冲行业的主要产品都是用于传统汽车中座椅

量和金额较往年大幅减少，预计 2020 年在多重因素

和变速箱，所有精冲件中约有 70% 用于汽车上，因

影响下，汽车行业投资将进入 2 ～ 3 年调整期，冲压

此精冲行业对汽车的依赖性非常强。随着环保政策的

线需求量将会大幅减少。但是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的

实施，新能源汽车将成为主流，意味着传统汽车份额

基于互联网的定制化工艺与智能化装备和管理服务平

会快速下降，因此汽车精冲件需求的下降是必然趋势。

台，预计 2020 年与 2019 年持平或小幅增长。

预计 2020 年传统汽车销量会持续下降，从而导致精

( 执笔人：中国锻压协会行业研究室李风华 )

冲生产企业订单的下降，迫使精冲企业之间产生激烈
的竞争。
⑸冲压设备方面，2019 年新签订单，由于汽车

《2019 年冲压行业企业调研报告》( 下 ) 见《锻
造与冲压》2020 年第 14 期

广告服务编码 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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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限元仿真分析的左纵梁
前段翻边开裂优化分析
文／张茜，吕浩，杜雁冰·河钢集团唐钢公司技术中心

本文以吉利某车型左纵梁前段为研究对象，采用我公司 1.8m m 厚的 H C340/590D P 进
行试制，零件出现较严重翻边开裂现象，开裂率高达 65%。采用 3D 激光扫描仪、
Catia 逆向和成形模拟仿真手段，对零件冲压过程进行模拟分析，探究影响零件冲压质
量的关键力学性能指标，模拟结果显示提高材料的扩孔率对改善翻边开裂效果最为明
显。通过工艺优化提高材料组织均匀性进而得到高扩孔率材料，进行再次试制，零件
边缘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随

翻边开裂问题件材料分析

着有限元技术不断完善，与板材冲压成形
相关的一些仿真软件逐渐进入现实生产中，

研究背景

利用 CAE 分析软件对整个成形过程进行数

采用材质为 HC340/590DP，厚 1.8mm 的板料冲

值模拟可大大减少试模次数，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压生产左纵梁前段时，拉延修边后的零件在翻边工序

AutoForm 是一款被模具设计和汽车零部件厂广泛应

出现开裂现象，且为较严重的贯穿型开口裂纹，开裂

用的 CAE 软件，可以实现冲压生产全工序的过程模拟，

率高达 65%，现场调整压机气垫压力、平衡器压力，

且后处理界面可直接查看板料变形过程中的应力应变

均无法得到有效改善。而在相同工艺参数条件下，采

云图、板料减薄情况，可预测缺陷产生，目前被很多

用其他厂家同牌号产品生产该零件时，偶尔会出现较

钢铁企业采用。

为细小的未贯通裂纹，多数情况下该位置基本不出现

汽车覆盖件制造工艺一般包括拉深、修边、冲孔、
翻边、整形等。翻边工艺一般是在拉深、修边完成后

开裂。零件开裂位置和不同厂家的开裂情况如图 1 所
示。

进行的工序，翻边开裂是高强钢常见的一种失效模式。

材料分析

本文以我公司某次试模生产中出现翻边开裂问题的左

取唐钢板料与竞品料片进行基础力学性能分析，

纵梁前段为研究对象，采用模拟仿真手段进行摸索分
析，从而为材料优化改进提供工程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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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材料基础力学性能差异。
⑴化学成分。化学成分检测结果如表 1 所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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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力学性能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但唐钢产品的马
氏体形状较为狭长，连续分布，主要集中于铁素体晶
界处，将铁素体封闭于其中；竞品材料中的马氏体趋
近于球团状，岛屿孤立分布且有往晶内生长的趋势。
⑷扩孔性能分析。扩孔率性能测试结果如表 4 所
翻边开裂位置

示，结果显示：唐钢板料和竞品扩孔率基本一致，其
极限扩孔率水平均不是很高。

结论
通过对唐钢产品和竞品进行材料检测分析得到：
两种材料的化学成分、基础力学性能、金相组织均存
在一定差异，但整体而言，差别不是很大，无法确定
导致其开裂的关键因素。

图 1 唐钢产品 ( 左 ) 与竞品 ( 右 ) 开裂情况

问题件成形过程仿真分析
为探索影响该零件开裂的关键要素，采用模拟手
果显示：唐钢产品的 C 含量较竞品略高，但 Mn 含量

段对其成形过程进行仿真分析，从而在短时间内摸索

略低。

出影响该零件成形的主要因素。

零件数模

⑵基础力学性能分析。基础力学性能测试结果如
表 2 所示，结果显示：唐钢产品的屈服强度较竞品高
17MPa，其他力学性能指标相当。

采用 Handyscan 700TM 3D 激光扫描仪对左纵梁
前段零件进行扫描得到其点云数据，并对点云数据进

⑶金相组织分析。

行坐标系调整、噪点删除等预处理，得到分布规则的

金相组织分析如表 3 所示，结果显示：唐钢产品

点云数据，然后采用 Catia 软件中逆向相关模块对曲

和竞品马氏体含量相当，二者马氏体含量均较高，这

线和曲面进行拟合重建等后处理，重要特征区域采用

表 1 唐钢板料与竞品板料化学成分 (wt%)
厂家

C

Si

Mn

P

S

Als

唐钢

0.094

0.45

1.63

0.012

0.002

0.042

竞品厂家

0.086

0.44

1.81

0.014

0.002

0.047

表 2 唐钢板料与竞品拉伸性能
厂家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度 (MPa)

延伸率 A80(%)

k

n(10-15)

Ag

r

唐钢

397.25

663.5

26.1

1039

0.16

16.1

1.04

竞品厂家

380.3

657.3

25.5

1014

0.15

15.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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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唐钢板料与竞品金相组织分析结果
产品

横向 (500×)

纵向 (500×)

唐钢

竞品

表 4 唐钢板料与竞品厂家板料扩孔率
编号

开裂时孔缘直径 Dh(mm)

极限扩孔率 λ(%)

竞品 1

13.48 ／ 13.43

35

竞品 2

13.01 ／ 13.04

30

竞品 3

13.93 ／ 13.88

39

唐钢 1

13.38 ／ 13.31

33

唐钢 2

13.46 ／ 13.59

35

唐钢 3

13.51 ／ 13.54

35

平均极限扩孔率 λ(%)

35

34

截面线拉深倒角等手段重建特征，经过曲面光顺、
连续性检查等得到相对质量较高的曲面，最后运用
Catia 中误差分析命令进行误差测量，保证最终得到
拟合的零件数模与实际冲压零件误差控制在 0.1mm
以内，逆向的零件数模如图 2 所示。

边界条件设定
为保证模拟结果可靠，采用与现场情况相同的单
动倒装的压机安装模式，压边力设定为 0.14MPa，摩
擦系数根据经验设定为 0.15，最大限度与生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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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吻合。

件中对冲压过程进行仿真分析，结果如图 4(a)、(b)

材料参数设定

所示。

用唐钢实际试模的板料检测的力学性能进行材料

备注：成形性模拟结果中红色表示开裂，黄色表

参数输入，硬化曲线选择 Ludwik 模型，屈服面准则

示有严重减薄，有开裂风险。边裂判定准则中边裂值

选用 Hill 模型，成形性准则选用 Arcelor V9 模型，为

大于 1 表示开裂 ( 红色 )，小于 1 未开裂。

了充分考虑各材料参数对零件成形过程的影响，增加

模拟结果显示：在成形性判定准则条件下，零件

边缘开裂准则 Max Edge Strain，各数值以检测的材
料扩孔率值为基础进行转换得到，设定好的材料具体
参数值如图 3 所示。

成形过程仿真分析
采用上述的边界条件和材料参数，在成形仿真软

(a) 成形性判定准则

(b) 边裂判定准则

图 3 材料具体参数设定情况

图 4 成形过程仿真分析

表 5 模拟分析试验方案
编号

备注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 (MPa)

n值

r0

r45

r90

扩孔 (%)

冲孔打磨

激光冲孔

模拟结果

1

基准

396

666

0.16

0.95

0.9

1.15

29

0.33

0.367

开裂

2

降低屈服强度

373

666

0.16

0.95

0.9

1.15

29

0.33

0.367

未开裂

3

提高扩孔率

396

666

0.16

0.95

0.9

1.15

39.5

0.448

0.5

未开裂

4

竞品材料

378

652

0.152 0.92

0.9

1.1

30

0.34

0.38

未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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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角翻边处出现严重减薄现象，但未开裂；在边裂判

如下单一变量试验方案进行模拟探究，因为软件计算

定准则下，零件拐角翻边处基本处于开裂状态，说明

的 FLD 曲线是基于材料的基础力学性能得到的，设计

该零件冲压生产过程中边裂的判定准则要优于成形性

试验方案时不再将其单独设计为变量，仅考虑材料屈

判定准则，这与生产现场开裂情况也是匹配的。

服强度和扩孔率的影响，设计方案如表 5 所示，模拟
结果如表 6 所示。

关键材料参数优化探究

模拟结果显示：

为探究材料力学性能对零件成形性的影响，设计

⑴无论在哪种边界条件下，零件在成形性判定准

表 6 不同材料参数情况下的模拟结果
编号

成形性判定准则

翻边开裂判定准则

危险点处边裂值

1

1.103

2

0.869

3

0.808

4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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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优化后的材料性能
钢种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度 (MPa)

k

n(10-15)

Ag

r

扩孔率 (%)

HC340/590DP

384

626

980

0.157

15.5

0.886

58

则下均未出现开裂，唐钢试模料在边裂判定准则下的
边裂值为 1.103，在翻边过程中出现开裂。
⑵竞品材料参数在该边界条件下进行模拟，边裂
值为 0.841，在翻边过程中出现开裂的概率较低，与
生产现场情况一致。
⑶参照竞品材料参数，降低材料的屈服强度进行
模拟，边裂值降低为 0.869，翻边开裂的概率较试模
材料有所改善。

唐钢优化后

竞品

⑷参照以往生产的材料扩孔率对试模料的扩孔率
值进行优化，边裂值降低为 0.808，改善效果更为明
图 5 材料优化后冲制的零件

显。
⑸降低材料的屈服强度，提高材料的扩孔率均可
降低零件出现翻边开裂的风险，对比发现，零件边缘
质量与材料扩孔率关系更密切。

建议，可极大缩短材料研发试制周期，并节省试制成
本。

现场验证
通过前期模拟分析，发现降低材料的屈服强度、
提高扩孔率均对翻边开裂现象有所改善，所以在前期
材料力学性能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然后再尝试冲压
生产，优化后材料力学性能如表 7 所示，材料优化后
冲压得到的零件及边缘质量如图 5 所示。
在模具状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优化后唐钢材料
冲制的零件边缘状态明显改善，未出现贯穿裂纹，优
于竞品厂家材料冲制的零件边缘状态。

结论
⑴对于 HC340/590DP 而言，降低材料的屈服强

钧
瓷

度，提高扩孔率可减少零件出现翻边开裂的概率，本
质上是通过工艺优化，提高材料组织均匀性，达到改
善翻边开裂的效果。
⑵采用模拟仿真手段可为材料优化改进提供参考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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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车辆压型件毛坯
快速预示方法的研究
文／鲁万彪，闫海宁，陈培·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轨

道车辆的结构件部分由压型件构成，压型

预示存在着完全依靠工人经验、开发周期长和成本高

件具有刚度大、表面平整、自重轻、美观、

等缺点。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很大的影响。压型件展开料的精

法得到很大的发展。一步逆成形法利用有限元的思想，

确预示对控制零件的成形精度和制造成本有着重要意

不仅考虑了变形前后的几何变化，还考虑了材料、载

义，因此，在成形之前获得压型件毛坯的精确预示是

荷等成形过程中的工艺参数，通过简化等效的方法，

保证成形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得一步逆成形所建立的模型更加贴近实际。

制造简单等优点，其成形质量好坏对列车

随着计算机有限元技术的发展，一步逆成形的方

压型件毛坯展开时的分析参数以及毛坯材料和成

本文主要基于有限元数值模拟的一步逆成形展开

形件模型的网格等都影响着毛坯预示结果的精确度，

方法，利用本单位现有三维软件二次开发完成对轨道

只有各种参数匹配适当时，才能得到精确的毛坯预示

车辆压型件毛坯的精确展开。

结果。

一步逆成形法的基本介绍
压型件初始毛坯预示的研究概况

对于金属板料压型同时具有几何、材料和接触摩

在轨道车辆压型件毛坯展开方面，目前多采用经

擦非线性的问题，一般需要用增量方法来求解。但是

验法和实验修正相结合的方法获得毛坯展开的近似几

模具、毛坯和边界条件不确定时，变形过程的加载路

何形状。

径也是不确定的，增量方式就无法使用了。

经验公式法是最传统的压型件展开技术，是工艺

此时如果假定成形过程是按比例加载的，仅仅考

技术人员根据经验，从成形件的最终构形出发，利用

虑初始的毛坯和变形终了的状态，不考虑变形的中间

简单的几何投影变化，根据面积不变的原理将最终构

状态，就形成了与传统增量法由坯料到冲压件相反的

形分成若干利于投影的面，然后映射到水平面上。同

成形顺序，即由成形件逆成形方向反推到坯料的一步

时，经验公式法往往需要通过和试错法相结合，才能

逆成形有限元法。

得到近似的毛坯形状，而且使用经验法对压型件毛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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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终了时工作的中面，通过有限元法确定在满足一定的
边界条件下工件中各个节点 P 在初始平板毛坯 C0 中的位
置 P0，比较平板毛坯和工件中节点的位置可得到工件中应
变、应力和厚度的分布，见图 1。

主要研究步骤
轨道车辆压型件毛坯快速预示方法步骤如图
2 所示。
步骤一：根据压型件三维模型判断是否需要
对压型件模型提取表面，如果压型件模型为有一
定厚度的曲面，需要对压型件的模型抽取上表面
或者下表面。

最终构形 C

n ,z

步骤二：设置板料厚度与板料材料属性，板

q
p

h

料材料属性包括杨氏模量、泊松比、屈服强度、
密度等对毛坯预示算法影响较大的基本属性。

Xq

uq

步骤三：设置单元类型，单元大小，最小单

up

元大小，弦高等参数，对压型件外表面或内表面
h0

n 0,z0
q0

Z

距偏置算法获得零件的中性层网格。

p0
X q0
O
X

模型进行网格划分，进行曲面离散工作，通过等
步骤四：设定分析设置参数，包括压边力、

初始平板料C 0

最大迭代步数、摩擦系数等参数，然后将网格模

Y

图 1 一步逆成形的运动关系

型与分析参数提交到求解器，进行预示求解计算，
生成预示的轮廓线的点的信息文件。
步骤五：在毛坯分析预示软件中依据毛坯外
围节点的信息绘制样条线，显示毛坯预示边界线。

开始

具体实施方式
导入零件

本实例中压型件厚度为 2mm，截面为帽形，
弧 度 为 R458mm， 高 约 70mm， 宽 约 94mm， 压

设置板料厚度

型件材料为 Q345，弹性模量为 204GPa，泊松比
为 0.332。压型件形状如图 3 所示。

划分网格

是否为中性面

Y

N

将网格偏置半个料厚

图 3 压型件形状图

设定分析设置参数

提交分析
显示展开边界线

本实例压型件的快速预测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结束

图 2 压型件毛坯展开流程图

步骤一：应用三维软件建立压型件三维模型，
将三维模型导入到毛坯快速预示分析软件中，此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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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型件模型为有一定厚度的曲面，对压型件的模

网格节点的外力以及预设的摩擦系数得到每个节点的摩擦

型提取外表面。

力。根据虚功原理，建立初始毛坯网格所有节点内力、外

步骤二：设置压型件的材料参数及其厚度，
本实施例的压型件厚度为 2mm，材料为 Q345 钢，
弹性模量为 204GPa，泊松比为 0.332，密度为
3

7830kg/m ，强化系数为 794.33MPa，硬化指数
为 0.32，屈服强度 340MPa 左右。

力和摩擦力所做的功之和为 0 的有限元平衡方程。
以预设的收敛准则求解有限元平衡方程，对初始解进
行修正，得到最终考虑成形过程和材料参数的毛坯网格。
步骤五：有限元计算，显示毛坯预示边界线，毛坯边
界线形状及部分尺寸参见图 5。

步骤三：本实例考虑到毛坯预测的精度以

与实际生产中该压型件的展开尺寸对比见图 6，展开

及毛坯预测的时长，设置压型件的网格尺寸为

图与生产实际下料图形状基本一样，尺寸略有偏差，是由

3mm，压型件网格为四边形与三角形混合网格，

于实际生产中为了能更好的满足之后工序的组装而对下料

最小单元大小、弦高采用软件默认值，压型件网

尺寸和压型件成形后的尺寸进行了多次优化。

格模型参见图 4，压型件模型网格总数为 7663。
本实例选用的模型为压型件的外表面模型，通过
等距偏置算法获得零件的中性层网格。

图 4 压型件网格模型

图 5 实例展开示意图

步骤四：设定分析设置参数，包括压边力、
最大迭代步数、摩擦系数等参数，然后将网格模
型与分析参数提交到求解器，进行预示求解计算，
生成预示的轮廓线的点的信息文件，本实例设置
压边力为 2000N，最大迭代步数为 100 步，摩擦
系数为 0.175。
一个与结果接近的初始解可以保证计算收
敛，提高计算效率，在此提出一种考虑变形过程

图 6 实际下料与展开对比

的几何反向变形有限元法，即与成形过程相反的
逆过程，不考虑材料塑性变形的因素，将网格节
点根据变形过程一一映射在初始坯料上，形成初
始坯料网格，将此坯料网格作为初始解进行有限
元求解。

结论
本文通过一步逆成形法在三维软件中的应用，能够快
速准确地对压型件进行毛坯预示，从而可以得到压型件的

根据初始解网格，板料材料参数以及预设的

毛坯尺寸。与实际通过经验法来预测毛坯相比，毛坯快速

压边力，得到每个网格节点的塑性应变和应力，

预示方法的精度更高，而且减少了试模次数，降低了大量

计算得到作用在节点上的内力和外力。根据每个

生产和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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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盒形件充液拉深成形工艺
及试制研究
文／王欣芳，石凯，孙桂川·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
施立军·天津天锻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基金项目：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航空发动机薄壁件柔性精密成形，基金号 18YFCZZC00240）

液成形技术是一种新型的金属成形工艺，

充

比。充液拉深成形的特点是在凹模中充满液体，利用

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零部

凸模带动板料进入凹模，从而建立反向液压。反向液

件的生产制造。本文讲述了采用充液拉深

压减小了普通拉深成形中凸、凹模之间坯料的悬空区，

工艺代替传统的刚性模拉深工艺成形某盒形件的过

并且使该部分坯料紧贴凸模，进而产生“摩擦保持效

程，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典型盒形件充液拉深过

果”，缓和板料在凸模圆角处（传统拉深时的危险断

程，根据数值模拟试验试模，并采用调整压边间隙和
压边力的方法解决试模中出现的法兰起皱问题。结果
表明：调整压边间隙可以改善零件成形质量，但是不
能彻底消除法兰面的皱痕；采用变压边力方式，通过
调整压边力可以消除法兰面的皱痕，表面质量好，贴

普通拉深

充液拉深

压边圈

模性好，满足成形技术要求。

坯料
压边力控制阀

充液成形技术介绍
充液成形技术是一种先进的钣金柔性成形技术，

计算机控制
凸模
凹模

是现代精密制造的代表性技术之一。充液成形技术是
使用液态的水、油或黏性物质作为传力介质，在成形
时，坯料在传力介质的作用下与模具紧密贴合，从而
成形出设计的零件形状。根据加工坯料形状的不同，
充液成形技术一般有 3 类：板材充液成形、管材充液

液室压力控制阀
充液室

计算机控制

成形和壳体充液成形。
图 1 所示为充液拉深成形与普通拉深成形的对

图 1 充液拉深和普通拉深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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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径向应力，提高传力区的承载力，抑制坯料减

RF

薄和开裂，可有效地提高成形极限，并减少成形道次。

有凸缘的低矩形件

rd

成形时液体从坯料与凹模上表面间溢出，在板料

rp

与凹模表面间形成流体润滑，从而减小了板料与凹模
之间的摩擦系数。油液的保护作用降低了成形零件表

无凸缘的低矩形件

面产生划伤的概率，同时减小了法兰变形所需的径向
应力。

H

rp
L
A
R

零件特点及材料性能

B

低矩形件角部展开
C

图 2 所示为本文所研究的盒形件的三维数模，

d

o
R

r

壁厚 1.7mm，凹模入口圆角 R12.7mm，凸模底部圆

o

角 R11.1mm，棱边圆角 R16.7 ～ R21.85mm，短边高

D

f2

f1

81.7mm，长边高 80.242mm，高度差 1.5mm。零件

E

要求轮廓度 0.1mm，减薄率不超过 25%。零件材料

F

DE
2

图 3 盒形件能否一次拉深成形判定参数

为 321 不锈钢，321 不锈钢是 Ni-Cr-Ti 型奥氏体不
锈钢，根据单拉试验，其力学性能如表 1 所示。
对于零件能否一次拉深成形，根据图 3 和图 4，
做出如下判定，式中各字母的数据如图 3 所示。

弯曲部分的展开长度为：
𝑙𝑙𝑙𝑙 = 𝐻𝐻𝐻𝐻 + 𝑅𝑅𝑅𝑅𝐹𝐹𝐹𝐹 − 0.43(𝑟𝑟𝑟𝑟𝑑𝑑𝑑𝑑 + 𝑟𝑟𝑟𝑟𝑝𝑝𝑝𝑝 ) ≈ 133

圆角拉深部分展开后的毛坯圆角半径 R 为：
𝑅𝑅𝑅𝑅 = �𝑅𝑅𝑅𝑅𝐹𝐹𝐹𝐹2 + 2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0.86�𝑟𝑟𝑟𝑟𝑑𝑑𝑑𝑑 + 𝑟𝑟𝑟𝑟𝑝𝑝𝑝𝑝 � + 0.14(𝑟𝑟𝑟𝑟𝑑𝑑𝑑𝑑2 + 𝑟𝑟𝑟𝑟𝑝𝑝𝑝𝑝2 ) ≈ 78

进而得到：

𝐻𝐻𝐻𝐻/𝐵𝐵𝐵𝐵 = 83.2/210 ≈ 0.4

𝑟𝑟𝑟𝑟/𝐵𝐵𝐵𝐵 = 15.3/210 ≈ 0.07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此盒形件位于图 4 所示“红
点”位置，可以一次拉深成形。

数值模拟成形
由理论计算可知零件可以一次拉深成形，首先利

图 2 盒形件三维数模

用数值模拟软件模拟盒形件刚性拉深成形过程，其工

表 1 321 不锈钢材料力学性能
材料

屈服强度 σs ∕ MPa

抗拉强度 σb ∕ MPa

延伸率 δ∕ %

断面收缩率 Ψ∕%

321 不锈钢

205

52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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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Ⅱ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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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刚性拉深成形减薄云图
0.1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r/B

图 4 盒形件能否一次拉深判定划分

凸模

压边圈

图 7 刚性拉深成形零件的应力分布
板料

凹模

图 5 刚性拉深工艺分析模型

减薄严重，最大减薄率为 30%，靠近棱角处的法兰
应力集中严重，最终零件会有较大的回弹，不能满足
轮廓度和减薄要求。因此下面研究盒形件的充液拉深
成形工艺，解决刚性成形产生的问题。

艺分析模型如图 5 所示。数值模拟参数如下所示：

为降低零件减薄率，减小回弹量，零件成形采用

凸模圆角半径 16mm，压边圆角半径 10mm，凹模型

充液拉深工艺。当凸模下行至距离最终位置 95mm 时，

面圆角半径 12.7mm，网格尺寸 1.5mm。摩擦系数

反胀压力 6MPa，最终实际拉深高度 85mm，最大成

设置为：凸模 0.17( 粗糙 )，凹模 0.05( 润滑 )，压

形压力 30MPa，反胀高度 10mm。液体压力设置如图

边圈 0.05( 润滑 )。成形过程中初步设定压边间隙为

8 所示。充液拉深过程中盒形件的直线部分和圆角部

1.76mm，凸凹模间隙为 2mm。

分的变形趋势分别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

采用刚性拉深工艺成形的最终零件的减薄云图和
应力分布如图 6 和图 7 所示，成形后的零件凸模圆角

最终零件的成形极限图如图 11 所示，最终零件
的减薄云图如图 12 所示。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55

生产 主辅工艺
Manufacture

图 8 拉深液体压力

由分析结果可知，零件最大减薄 23%，无明显
起皱破裂趋势，此工艺方案可行。

零件试制
本次试制零件 3 件，编号试件 1、试件 2、试件 3，
料厚实测均为 1.7mm。

图 9 充液拉深过程中
直线部分变形趋势

图 10 充液拉深过程中圆角
部分变形趋势

图 11 充液拉深成形极限图

图 12 充液成形减薄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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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厚度测量结果 (mm)
编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名称

法兰圆角

底部圆角

法兰圆角

法兰

底部圆角

法兰

底面

侧面

结果

2.10

1.56

1.69

1.76

1.68

1.78

1.70

1.71

试件 1

加垫片，减小压边间隙进而增大法兰拉力的方法成形。

参照数值模拟，试件 1 成形时压边吨位设置为

垫片厚度为 0.4 ～ 0.45mm，根据试件 1 成形后法兰

325t，拉深吨位设置为 350t，板料双面润滑。试件 1

不同区域的厚度分布，放置不同厚度的垫片。垫片放

最终成形结果如图 13 所示，零件无破裂和颈缩现象，

置的位置如图 15 所示。

但法兰面上有轻微皱痕，成形质量不满足零件技术要
求。现将零件切割成数块，并测量每个区域的厚度，
测量区域如图 14 所示，测量结果如表 2 所示。

图 15 试件 2 所加的垫片位置

图 13 试件 1 成形结果

图 14 试件 1 厚度测量区域

试件 2 的成形结果如图 16 所示，零件无破裂和
颈缩现象，法兰有轻微起皱，但是相较试件 1，皱痕
有明显地改善。分析原因主要是模具在压制过程中压
由测量结果可以看出，棱角处底部圆角减薄最大，

边法兰产生弹性变形，再加上模具法兰加工研配产生

法兰处增厚明显，靠近棱角的法兰处增厚最大，皱痕

的误差，导致调整后实际的压边间隙与想要的压边间

最明显，其产生原因是拉深过程中零件法兰受到的拉

隙存在一定误差，因此通过调整压边间隙会对零件产

力不足。

生一定有益的效果，但当零件对压边间隙非常敏感时

试件 2
改善法兰面上的皱痕现象，可以通过调整压边间
隙、调整压边力等方法增大法兰拉力。试件 2 采用增

就很难达到理想的状态。

试件 3
由试件 2 的成形结果可知，调整压边间隙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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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压边吨位，进而达到调整法兰
拉力的目的。初始压边力设置为
176t，后期压边力设置为 325t，其
他压机参数设置保持不变。最终试
件 3 成形结果如图 17 所示，可以
看出，零件无破裂和颈缩现象，法
兰起皱消失。
图 16 试件 2 成形结果

结论
⑴通过对充液成形与刚性成形
工艺分析对比可以看出采用充液拉
深工艺成形盒形件能减少传统刚性
成形工艺产生的凸模圆角处减薄严
重，棱角处法兰边应力集中严重等
问题。
⑵通过本零件的试模过程可以
得出由于模具弹性变形和加工研配
误差等原因，很难通过垫片间隙的

图 17 试件 3 成形结果

调整获得理想的压边间隙。然而本
零件对压边间隙较为敏感，所以很
难完全消除零件上的褶皱。
⑶调整压边力可以消除盒形

善法兰的褶皱现象，但是不能完全消除。再取试件 3

件法兰面上的皱痕，最终零件表面质量好，贴模性

进行成形，去掉调整垫片，使压边间隙与试件 1 相同，

好，满足成形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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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拉延筋在冲压成形中的
作用和布置原则
文／王朋·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王朋，模具维修技
师，主要从事冷冲
压汽车模具的调
试、维修、质改和
日常保养工作，主
导完成速腾 N C S、
捷 达 NF 车 型 多 套
模具的验收和调试
工作，获得车间和
公司“改进明星”
称号各一次，2018
年被公司聘为模具
维修技师。

于拉延成形工艺来说，拉延筋在防止板料

对

料和拉延筋的摩擦力也会增大，从而影响模具的使用

起皱和拉裂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

寿命和制件的成形质量。

定性，降低废品率，而且还可以保证制件成形的刚性，

细的介绍，并列举我公司两款车型的模具，对于拉延

提高板料的利用率。

筋设置不合理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希望可以给

本文将对拉延筋的作用及其布置原则进行较为详

理设置拉延筋，不但能提高拉延模具的稳

一般来说，设置拉延筋的阻断力小于实际需要的

大家提供参考和借鉴。

拉力时，无法有效地控制材料的流动，板料很容易出
现起皱，且制件的塑性变形不充分，刚性比较差，外

拉延筋分类及适用范围

板件容易出现暗坑、波浪等表面缺陷。而当拉延筋的

拉延筋可以分为方筋、圆筋、槛筋三类，如图 1

阻断力大于实际需要的拉力时，虽然可以有效地控制

所示，其中圆筋在使用时，为了控制走料，局部位置

起皱，但是制件缩颈 / 开裂的风险会增加，同时板

常使用双筋。

(a) 方筋

(b) 圆筋

(c) 槛筋

图 1 拉延筋的分类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59

生产 主辅工艺
Manufacture

⑴方筋。
筋的剖面是凸字形状，适用于
胀成形的浅拉延类零件（板料流动
较少），如发罩外板、四门外板等

无拉延筋

单拉延筋

双拉延筋

零件。
⑵圆筋。

图 2 拉延筋阻力示意图

筋的剖面是半圆弧形状，适用
于深拉延件和变形复杂成形困难的
零件（板料流动较多），如侧围、四门内板、行李厢
内 / 外板等零件。局部位置需要少走料的区域可以
采用双拉延筋，设计原则为内筋高、外筋低，双筋之
间的距离一般保持在 25 ～ 40mm。
⑶槛筋。
筋的剖面形状类似门槛，适用于板料较厚的高强
度钢板类结构零件（板料基本不流动），如前纵梁、
后纵梁、前挡板、横梁等零件。

拉延筋作用及应用案例

图 3 制件缺陷状态

作用
⑴可以增大板料流动时的阻力，如图 2 所示。
⑵能够调节板料流动过程中不同位置阻力的分
布。
⑶加剧板料的塑性变形，减小回弹，提高制件拉
延成形以后的刚性。
⑷降低对压料面的磨损，提高模具的使用寿命。
⑸拉延筋外侧已经起皱的板料在通过拉延筋时，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矫平。
⑹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节约板料成本。

(a) 拉延成形不充分，制件产生浅坑

案例：侧围外板 C 柱腰线位置暗坑问题
⑴问题描述。
该车型侧围外板模具在前期调试时，由于 C 柱
腰线位置的暗坑缺陷，单件 Audit 评审时扣 B 类项，
此问题为必须消除项，缺陷状态如图 3 所示。
⑵原因分析。
使用 AutoForm 模拟软件对拉延成形进行模拟分
析发现，该位置在拉延成形时不充分，拉延后制件存
在浅坑，见图 4(a)。从模具设计上分析，制件缺陷

(b) 未设置拉延筋，整形后暗坑加深

位置未设置拉延筋，见图 4(b)，单靠压料面无法提

图 4 拉延成形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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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拟拉延筋设置位置

(b) 烧焊拉延筋并进行研修

(c) 调试后新增的拉延筋

图 5 拉延筋设置、研修、调试

供制件成形所需要的阻料力，导致板料塑性变形不充

⑸推广。

分，后续整形后回弹造成暗坑加深。

在一汽 - 大众另一车型 VW253 的模具中，拉延

⑶整改措施。

模拟时同样出现塑性变形不充分的问题，已经提前要

1) 根据门洞内板料的流动情况，确认需增加拉

求增加拉延筋，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如图 6 所示。

延筋的设置位置，一般要求成形以后板料距离拉延筋
10 ～ 15mm。
2) 对划定拉延筋的位置进行打坡口，做烧焊前

浅坑

准备工作，一般坡口深度要求与拉延筋的高度一致。
3) 焊接时，为了保证焊条与模具母材的结合性
以及拉延筋的硬度，一般使用 MH-100S 焊条进行铺
底，然后使用 EA600W 焊条。
4) 筋的高度设置，按照略高于相接位置拉延筋
的高度进行预留。
5) 拉延筋研修完毕以后，根据拉延筋的位置确
认对应筋槽的位置，并进行开槽，后续筋槽 R 角需

图 6 VW253 车型模拟时拉延成形不充分

要进行淬火处理，硬度要求达到 55HRC 以上，如图 5
所示。
⑷总结。
侧围外板类模具，后门洞内对应的腰线位置呈喇

拉延筋布置原则及案例分析
布置原则

叭口形状，若不设置拉延筋，压料面的阻料力无法有

⑴为确保拉延件成形所需要的拉延筋阻力，在开

效的保证板料塑性变形充分，制件在后续整形时，由

始设计时应将拉延筋高度取得相对大一些，给后续模

于回弹会出现暗坑缺陷，若单靠压料面的阻力进行强

具调试做好预留量，避免由于高度不够造成烧焊问题，

压，则会造成制件拉毛问题。此案例主要介绍此类问

原则为保证制件不起皱（模具调试时，首先在保证制

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

件不起皱的情况下，再对局部缩颈位置的拉延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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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拉延筋设计尺寸参数 (mm)
应用范围

筋高

筋宽

内侧拉延筋到凹模口距离

拉延筋间距

拉延筋嵌入深度

中小型

6

11

25 ～ 32

25 ～ 32

5

大中型

7

14

28 ～ 35

28 ～ 32

6

大型

8

16

32 ～ 38

32 ～ 38

7

⑸布置拉延筋的时候，考虑到模具制造及后续维

进行调整）。
⑵为保证冲压件尺寸和表面质量稳定，需要设置

修的方便性和板料在下模定位的可靠性，拉延筋一般

较大的拉延筋阻力来提高冲压件的尺寸精度和刚度

设置在上模压料面上，拉延筋槽设置在下模压边圈的

时，筋的高度应取得大一些，拉延筋和筋槽半径应取

对应位置。

得小一些。但半径过小时，会造成拉延件表面刮锌皮

⑹在材料容易流动的部位要多设置拉延筋，目的

严重，增加制件返修和擦模时间。一般来说，筋和筋

是防止板料成形不充分，制件起皱和回弹后造成暗坑

槽 R 角应不小于 R2，同时，筋的高度可以适当加大，

缺陷；而在材料流动困难的部位（如门内板 A/B 柱

用以补偿因增大筋槽的圆角半径而引起的拉延筋阻力

与门槛位置相交的区域）一般不加或少加拉延筋，目

损失。

的是防止制件出现缩颈和开裂问题。利用拉延筋的数

⑶为提高拉延筋的使用寿命，减少制件生产过程
中出现的拉毛和积屑瘤问题，要求拉延筋和筋槽表面
光顺、无棱角，且需要进行淬火处理，一般要求淬火

量、形状和大小来调节不同位置处材料的流动阻力，
保证拉延成形稳定。
⑺在设置多道拉延筋的部位，如果拉延筋的高度
需要变化时，可以由模腔内侧向外逐渐减低 ( 我们常

硬度不低于 55HRC。
⑷ 针 对 深 拉 延 和 成 形 困 难 的 拉 延 模， 钢 板 件

说的“内高外低”原则 )。

和铝板件，拉延筋的宽度要求为钢件 10mm，铝件

⑻拉延筋设置时一定要保证与板料流动方向垂

12mm，筋高要求为钢件 5mm，铝件 6mm。拉延筋设

直，并且必须垂直于水平面，不能垂直于压料面，如

计尺寸参数见表 1。

图 7 所示。

拉延筋与走
料方向垂直

拉延筋与走料
方向不垂直

图 7 拉延筋设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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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翼子板拉延筋刮锌皮和制件开裂问题

1600

⑴问题描述。

1400

该车型翼子板模具在生产时，OP20 拉延件拉延

1200

412

1000

筋刮锌皮 ( 图 8) 和制件开裂问题严重 ( 图 9)，产生

800

大量的停台时间 ( 图 10) 和废 / 返品零件 ( 图 11)。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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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刮锌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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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停台时间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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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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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3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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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模具停台时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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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00%
1.50% 1.32%

1.48%
1.28%

1.36%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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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修率

0.93%

目标

0.50%

图 8 拉延筋刮锌皮问题

0.00%
2017.8

2017.9 2017.10 2017.11 2017.12 2018.1

2018.4

图 11 制件返修率统计

拉延筋设置时未垂直于水平面，而垂直于压料面，
板料流动时拉延筋与筋槽形成夹角，导致板料在流入
过程中阻力增大出现刮锌皮和制件开裂的问题。
⑶整改措施。
模具工作时，拉延筋与板料接触过程中，各区域
板料变化情况，如图 12 所示。
图 9 制件开裂问题

参照拉延筋高度设计标准，结合板料刚开始成形
的起皱情况，对局部起皱位置的拉延筋高度进行优化
降低，如图 13 所示。
研修增大拉延筋槽侧壁间隙和 R 角，减小拉延筋

⑵原因分析。

与筋槽之间的夹角，并重新优化压料面着色，如图

拉延筋高度设置不合理，局部位置拉延筋高度超

14 所示。

高，达到 11mm。在成形刚开始时，拉延筋与板料就

⑷总结。

接触过早，导致筋外侧板料起皱，成形中 / 后期板

如翼子板类外板件深拉延模具，在设置拉延筋时，

料在流入拉延筋时阻力增大，出现刮锌皮和制件开裂

一定要考虑拉延筋的高度和拉延筋与压料面的角度问

问题。

题。在保证拉延筋与水平面垂直的前提下，模具转角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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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高度 1510mm

闭合高度 1507mm

闭合高度 1504mm

闭合高度 1501mm

闭合高度 1498mm

图 12 拉延筋接触过程中各区域板料变化情况

优化前起皱情况

测量筋高度

拉延筋高度研修

优化后状态

图 13 起皱区域拉延筋高度优化过程

优化筋槽间隙

重新研修压料面

半成形件研修

成形件研修

图 14 拉延筋槽和压料面研修过程

位置和板料流动较难的位置可以不设拉延筋，而是设

重要的作用，合理设置拉延筋，能够在较大程度上

置非封闭的开口形或按照最低标准设置拉延筋。

减小板料在拉延成形过程中，出现如刮锌皮、起皱、
缩颈和开裂等问题，减小拉延件回弹，保证制件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拉延筋在冲压成形过程中起着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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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薄板精冲件沉孔问题的
分析及解决

刘骞，模具设计工程
师，主要从事冲压模
具研发、设计工作。

文／刘骞·普思信（杭州）机械部件有限公司

沉

头孔的加工方法一般为钻孔加工和沉孔加
工。精冲沉孔工艺是利用成形凸模在料带
表面压出与之相似的凹陷形状，从而获得

≥ 0.6 倍的料厚，可以精冲。
⑵沉孔精度 ±0.05mm，接近精冲的经济能力极
限 (±0.03mm)，精度可以保证。

沉孔的加工方法，原理与普冲类似，只不过在精冲模

⑶根据 VDI-3345 技术规程，按照料厚 2.4mm 对

具上工况更加复杂。本文将结合圆锥形沉孔在精冲生

标 φ3.55mm 的精度为 IT7( 公差为 10μm) 刚好可以满

产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

足图纸要求，但是此孔处实际材料厚度为 1mm，会增加
制造难度。

产品介绍
Plate latch 齿板是用在乘用车电动座椅上进行前

初步工艺确定

后滑动的结构件。产品上的圆锥形沉孔用于产品的定

鉴于此孔是用于安装和定位的产品基准孔，并有

位以及安装。产品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圆锥孔尺寸如

检验球高度的要求，沉头深度较深，因此工艺路线初

图 2 所示。

定为：预冲孔→成形锥形→精切底孔，如图 3 所示。

尺寸及精度分析
⑴原材料厚度 2.4mm，沉孔直径尺寸 φ 3.55mm

图 1 产品示意图

图 2 圆锥孔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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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预冲孔

第二步：
成形锥形

第三步：
精切底孔

图 4 模具开模状态

图 3 工艺路线

第一步的冲切方向从上往下，第二、三步冲切方
向从下往上。第一步和第三步的冲切废料分别从模具
下方和上方出模。精冲机是上机台固定，下机台浮动
式，与普冲刚好倒过来。

模具结构
此产品的模具是浮动凹模式级进模具，开模状态
下凹模组件由下模油缸及顶杆的作用浮起，模具闭合

图 5 模具闭合状态

时，在上模压边力的推动下，凹模板与垫板闭合，同
时成形冲头完成成形工作。在成形的整个过程里，带
料始终处于上下模板的夹紧之中。同时，浮动式凹模
结构可以将成形冲头在开模时隐藏到模板中，起到保
护作用。模具开模状态及闭合状态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保证尺寸及精度。
预冲孔冲头直径小了，会导致成形时材料积压，
成形时受到更多的对抗力，无法保证成形深度。

成形工艺及模具结构分析

首先通过最终的产品处沉孔形状，计算出沉孔处

根据《简明精冲手册》以及《精冲工艺图解》，

的体积 V1，然后预留出精切时的材料体积 V2，即得

沉头深度小于 40% 料厚的时候才可以采用这种成形

到第二步成形后的体积为 V3，然后按照 5% 左右的

方式，然而这个产品的沉头深度已经达到了 80% 料

体积损失经验，计算出第一步预冲孔后的体积 V4。

厚，材料的局部流动剧烈，增加了成形的难度。另外，

即 V4×95%=V3 =V1+V2

采用这个工艺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认预冲孔过程

最终估算出预冲孔的直径为 φ 3.6mm，虽然通

的冲头直径。

过以上方法可以推算出预冲孔的直径，但是在实际的

预冲孔冲头直径大了，冲切的材料过多，无法预

精冲成形过程中，料带会往外扩展，无法得到精确的

留出足够用于成形的材料。成形高度可以满足，但是

计算值，需要找到另一种更加可靠的方法进行确认和

最后的精切会切不到材料，底孔直径 φ 3.55mm 无法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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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仿真
目 前 CAE 技 术 在 普
冲、锻造和注塑生产中已
经得到了广泛地应用，例
如 有 Dynaform、Deform、
Moldflow 等 优 秀 的 仿 真
软件。精冲是材料在三向
压应力状态下发生的塑性

图 6 产品仿真模型

变形过程，因此并没有专
业的模拟软件进行仿真分
析， 所 以 CAE 分 析 软 件
在精冲中并未得到广泛的
应用，据了解，国内的很
多精冲厂家甚至还处于
2D 建模状态，开模效率
和试制成功率较低，生产
成本和周期较长。

建立仿真 3D 造型
仿真模型如图 6 所
示， 第 一 步 的 预 冲 孔 冲

图 7 第二步成形过程

头直径采用计算所得的

φ 3.6mm，产品形状呈轴
对称，因此采取建立 1/4 模型的方式，用以减轻计
算机的运算负担。料带的网格数量为 20 万，并在沉
孔处增加了更多的网格细分处理。

仿真环境设置
网格划分后，需要对网格材料属性进行定义，断
裂值，体积补偿，还需要定义物件之间的接触，运动，
压力等其他细节。根据类似产品的实际生产经验和计
算，每一步都设置了合理的压力状态，这里不在赘述。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就是第一步建立料带模型，第

图 8 第三步精切时的状态

二、三步分别在上一步完成模拟后的料带网格基础上
再进行模拟。

仿真结果
模拟的前 100 步为预冲孔，这里主要观察第二步
成形过程，材料流动如图 7 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成形过程中，预冲孔附近的
材料向外和向下不断扩展，但成形冲头接近成形完成

时，才将向下扩展的材料一并向内收缩，完成成形过
程。整个成形过程材料流动和压力状态均正常，预切
冲头的直径合理。
第三步精切时的状态如图 8 所示，圆环形的精切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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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料饱满，不会从废料通道中掉落在模面上，预切冲

式 ( 图 10) 也进行了分类模拟。调整了凹模刃口处 R

头的直径合理。

角，齿圈的形状等，分五组进行模拟测试。仿真模拟
后的对比结果如图 11 所示。

其他方面的仿真结果
为了减少产品拐角处的塌角，提高精冲切断面质

经过观察，方案三的组合可以得到更小的塌角高

量，分别对凹模刃口的倒角形式 ( 图 9) 和齿圈的形

度和更高的切断面质量，因此模具刃口设计可以参考
此组数据。
最后需要再做一次模拟，将之前所做的模拟试验
的最佳数据运用到模型中。模拟结果与之后实际生产
的产品对比如图 12 所示。
模拟的塌角高度值与实际测量报告的塌角高度值
对比如图 13 所示。

结论
仿真软件提高了模具设计效率，优化了设计上的
细节，减少了改模次数，节约了成本，且模拟结果与
图 9 凹模刃口的倒角形式

实际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塌角和断裂带方面较为接近，
可为设计人员提供参考依据。

试生产及生产过程中遇到的质量问题
这套模具在试生产过程中，除了塌角的高度尺寸，
A、B 两腔产品质量报告全部合格（塌角高度值事先
得到了客户的放宽批准），试生产了 50 件产品，试
生产过程稳定。
但是当这套模具开始批量生产的时候，产品的沉
头孔尺寸出现了问题。测量球的高度值超差，沉头孔
图 10 凹模刃口的齿圈形式

的直径 φ 3.55mm 会出现直径偏大现象，且 A、B 两

图 11 仿真模拟后的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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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怀疑精冲机台不稳定，我们微调了压力参数，
并尝试换了机台进行生产，问题依然存在。
⑵我们拆开模具，进行了检查，发现有个别废料
在废料通道内排出不畅，由于凹模板的浮动，废料会
压在废料通道槽和引导块之间，如图 14 所示。

图 12 模拟结果 ( 上 ) 与实际产品 ( 下 ) 对比

图 14 废料会压在废料通道槽和引导块之间

毫无疑问，当凹模板被废料抬起时，成形冲头的
伸出长度减少，这会导致成形不饱满。我们以为找到
了问题点，但是在加大了废料槽之后，这个问题并没
有得到解决。
⑶上模也存在小废料通道，我们同样改善了上模
图 13 模拟的塌角高度值与实际测量高度值对比

废料系统，避免上模废料排出不畅，从而导致废料弹
回至模面使中模板与凹模不能有效夹紧，但改善后质
量问题依然存在。
⑷因为始终找不到关键点，我们怀疑是否因为成

腔随机出现，在生产时跟踪生产线用通止规进行全检，

形冲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疲劳，或者自身强度不足，

在 100 产品个之中会出现 2 ～ 5 个不良品。

导致在成形时压缩变形严重，从而导致成形不饱满。
但是在更换了钨钢冲头后，再加上之前做过的改善，

质量问题的分析及解决
根据产生质量问题的现象，综合分析认为：是某
种不稳定因素导致了第二步成形的沉头孔不到位，材
料向内填充不饱满，导致最后第三步的精切冲头切不
到材料，因此直径才会偏大。
那么不稳定因素是什么，如何去解决？

产品的孔径质量有提升，但是依然会有孔径偏大的情
况发生。收集的第三步冲裁的环形废料如图 15 所示，
月牙形废料表示成形不饱满。
⑸我们在第二步成形冲头上面的背板上增加了一
个高 0.5mm 圆台形的凸起，目的是让材料更早更快
速的收缩，从而使成形饱满，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孔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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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形冲头上面的背板上开直径 φ 1.0mm 的通
孔后，生产过程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沉头孔偏大的质
量问题。因为试生产的时候，并不会引入精冲油，所
以也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结束语
精冲技术，是在普通冲压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是高精、高效的工艺技术，广泛应用于机械、汽
图 15 收集的第三步冲裁的环形废料

车、电子、计算机、仪器仪表、军工等领域。精冲产
品冲裁面光洁，塌角和翘曲小，质量要求颇高，精冲
模具结构复杂，精度要求高。
在探索更高质量精冲产品的道路上，需要相关技

径偏大的问题未得到根治。

术人员凭借丰富的知识积累，优秀的设计技能，高效

⑹在开会头脑风暴分析问题的时候，经验丰富的

的工作方法，本着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原则，综合

模具部组模师傅提到了精冲油的问题，由于在正式生

考虑各项影响因素，不放过任何一个影响生产的轻微

产的时候料带上附有精冲油，精冲油由于粘性作用，

变化，这样才能给企业带来更优异的服务和更具竞争

会填充到预冲孔里面，而且精冲油多了会滴落到模具

力的效益。

表面，过多的油会流入到了成形冲头周围。当模具开
始工作成形时，会形成密闭的高压油腔，导致成形冲
头无法压入到料带中，如图 16 所示。

图 16 密闭的高压油腔导致成形冲头无法压入到料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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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连续冲压线自动化
系统设计
文／周凯贤·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

周凯贤，高级方案
工程师，主要从事
冲压线自动化设备
的方案设计工作，
主持完成了 Raufoss
智能锻压线自动化
系统项目及车和家
连续冲压线项目，
满足了各项指标，
达到了客户的期
望。获得 3 项专利。

能源汽车行业近年来经历了长足发展，造

新

首多连杆压力机滑块行程≥ 1400mm，其余压力机滑

车新势力不断涌现。理想汽车江苏心电项

块行程≥ 1200mm。

目是该公司第一个生产基地，是互联网造

⑵压力机需要增加 Simotion 同步控制器。同步控

车落地的重要标杆项目，项目一期冲压车间规划自动

制器需保持压力机运行速度以及各压力机间相位差恒

化冲压线一条，为工厂提供车身覆盖件及大型结构件。

定，同步精度控制在 ±5 度以内，整线运行速度，以

冲 压 线 由 5 台 金 丰 压 力 机 (2400t+1200t+1000t×3)

及各压力机间相位差数值可调，由自动化上下料设备

组成，自动化系统由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给定。

生产线为连续冲压线，要求能生产铝板和钢板冲压件，

⑶压力机同步控制器 Simotion 通过 Profinet 与自

生产时在上死点不停止，机器人与压力机滑块位置对

动化整线控制器进行实时通讯，实现以下数据传输及

应、同步运行。

格式要求。Simotion 向自动化控制器发送虚拟轴角度

冲压线自动化系统由拆垛小车、自动分张装置、

和速度，以及压力机实时角度和速度，Simotion 发给

料高 / 末料 / 双料自动检测装置、板料输送 / 过渡

自动化控制器的速度信号需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 线尾输送皮带、清洗机、涂油机、对中装置、机器

Simotion 发给 ABB 系统的压力机位置信号需精确到小

人及抓取机构（端拾器）、控制系统等组成。本文通

数点后一位，Simotion 同时接收自动化控制器发送的

过此项目简述了连续冲压线对压力机的要求，并对部

数据。

分自动化设备规划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问题进行分析。

⑷急停时，压力机滑块会有一定的制动距离，为
了避免机器人与压力机滑块碰撞，在机器人与压力机

压力机需要具备的条件
作为国内第一条采用机器人上下料的连续冲压
线，压力机除了要加大主电机功率，以满足低转速下
的冲压能量要求外，还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⑴对于工作台面达到 5000mm×2600mm 的压力
机，为了给上下料机器人足够的空间取放件，要求线

滑块间须留有一定的安全距离。为了提高整线速度，
需要尽量减小上下料机器人与压力机滑块间的安全余
量，一般对压力机制动角度要求如表 1 所示。
⑸压力机 PLC 通过 Profinet 与自动化整线控制器进
行通讯 ( 与断续线通讯方式一样，交换信息有所增加 )。
⑹自动化设备需要单独获取压力机滑块位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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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压力机制动角度要求
SPM

8

9

10

11

12

制动角度

≤ 7°

≤ 8°

≤ 9°

≤ 11°

≤ 13°

息，因此压力机需预留一个滑块位置编码器输出轴，
给自动化安装编码器使用。
⑺压力机需具备断续、连续两种生产模式，并易
于切换。

生产切换时自动调用。
⑷拆垛小车台面上配置末料检测装置，当托盘空
置后，机器人自动转向另一个拆垛小车拆垛。此时系
统发出声光报警提示操作员更换材料。操作员按下按
钮通知 PLC，拆垛小车就自动移出工作区到达指定上

自动分张系统
自动分张系统 ( 图 1) 由两个升降式拆垛小车和
自动分张器组成，二者配合拆垛机器人将垛料一张张

料位置，操作员卸载空托盘并上载有板料的托盘。拆
垛小车穿过光栅时，光栅失效。
⑸每个拆垛工位各配有 1 套垛料分张装置（图 2），

分开放在进料皮带机上，送至压力机进行
冲压。
⑴本项目拆垛小车需满足最大板料的
生 产， 台 面 尺 寸 4500mm×2400mm， 载
重 12t。两台拆垛小车分别布置在两平行
轨道上，由电机驱动，变频器控制速度，
在上料工位和拆垛工位间移动。两台小车
交替工作，一台小车拆垛完成后自动返回
上料工位，人工上料后开回拆垛工位。拆
垛小车需配备到位停止限位开关，防止到
位时工作台窜动。
⑵拆垛小车上配备垛料提升机构，提

图 1 自动分张系统

升机构采用剪刀支撑结构。小车上的料垛
高度由对射式光电传感器检测，在拆垛过
程中，当传感器感应到垛料的高度降低
时，提升机构自动将料垛提升至拆垛工作
高度。
⑶拆垛小车台面上需配置定位装置。
定位装置可以快速拆下并安装到其他位
置，定位装置和定位孔将根据生产线所有
的料架规格来设计，以适应所有托盘的定
位。另外针对无托盘的料垛，拆垛小车配
置了激光辅助定位装置，针对各个不同的
零件，系统将保存激光定位的参数，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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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为前 8 后 8，分张装置安装在导轨上，并整体固

通过快换装置 ( 图 3) 与机器人连接，端拾器不用时

定在地面的框架上，分别由各自的气缸驱动。上料时，

挂放在机器人周边的钢结构上。在选用快换装置时，

分张头退回到拆垛小车移动范围外，不会与移动的拆

要核算其负载，本项目最重板料为 40kg，拆垛端拾

垛小车发生干涉。当拆垛小车完成上料到达拆垛位置

器为 50kg，选用型号为 SWS-110 的快换装置，最大

后，气缸驱动磁力分张头向垛料移动直至贴紧垛料。

负载 150kg。

⑹分张头能够根据板料形状，自动调整角度贴合
垛料，角度调整范围为 0°～ 30°。针对铁磁性的板
料，根据磁性同性相斥原理，采用强力磁铁分张，强
力磁铁安装在分张装置内部，具备气动脱离功能；对
于非铁磁性板料（如铝板、304 不锈钢等），采用气
刀吹气分张方式，气刀安装在分张头两侧，采用气刀
分张时对气压及流量有较大需求，需提供增压设备和
储气装置，一般要求气压≥ 0.8MPa，储气装置容量
需根据气刀数量、工作节拍、吹气时间计算，例如本
项目，计算结果需要储气罐容量为 1.5m3，具体参数

图 3 快换装置

见表 2。
⑵拆垛机器人前后左右各面都布置有设备（拆垛
表 2 气罐容量计算

小车、废料箱、进料皮带机），在端拾器自动更换（ATC）

生产节拍

12

SPM

支架的空间布置上，本次设计时考虑将 ATC 支架布

循环时间

6

s

置在空中，安装在整线封闭的钢结构上，这种设计满

工作气压

10

Bar

足了 ATC 的需求，而且节省了空间，如图 4 所示。

30

Nm3/h

8.3

Ndm3/s

气刀数量

6

个

每秒吹气耗气量

50

dm3

每次吹气时间

3

s

每次吹气耗气量

150

dm3

需储气罐容量

1500

dm3

单个耗气量

⑶为保证 3 套端拾器能覆盖所有产品的生产，端
拾器的每个吸盘需单独控制，每个端拾器配备一个阀

拆垛端拾器
拆垛机器人抓取板料的工具即为拆垛端拾器，传
统的冲压线拆垛机器人都只配备一套通用的拆垛端拾
器，本项目产品毛坯复杂多样，1 套端拾器难以满足
全部产品的生产。
⑴在方案设计时，采用 3 套拆垛端拾器的方案，

图 4 拆垛机器人的 ATC 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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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用来控制一个吸盘，在调试时根据产品形状选择合

⑶为了增大皮带的吸附力，采用增大板料受压面

适的端拾器及相应的吸盘，并存储到产品方案中。后

积的方式，即增大板料与皮带孔的接触面积。皮带打

期生产切换时，只需输入即将生产的产品号，系统会

孔设计为台阶孔，与真空腔接触面的孔径为 5mm，

根据方案将端拾器及吸盘选用信息发送给机器人，机

与 板 料 接 触 面 的 孔 径 为 30mm，30mm 台 阶 深 度 为

器人自动抓取下一个产品的端拾器，端拾器阀岛根据

1mm，尽量不破坏皮带强度，当皮带机运行时，真空

方案自动选择要使用的吸盘。这种设计扩展了生产线

系统启动，板料盖在 30mm 孔上形成真空，相当于一

的产品范围，并使后期生产时切换更简便。

个 30mm 直径的吸盘将板料吸附在皮带上。每一个被
板料覆盖的气孔就形成一个吸盘，板料尺寸越大，覆

真空皮带机

盖气孔数量越多，就产生越多的吸盘。

⑴对于整线 12SPM( 冲次 / 分钟 ) 的速度，要求
线首皮带机传输速度达到 120m/min，在这种高速传

双件分离功能

输的情况下，板料极易打滑。对于钢板，可在皮带下

在设计汽车模具时，一般将车身上的左右对称件

方埋设磁铁，通过磁力增大板料与皮带的摩擦力，消

及一部分内外板零件合模，即一模双件。在这种情况

除板料打滑。对于铝板，将皮带表面打孔，在皮带下

下，为了便于模具结构设计，前后工序模具内工件的

方设真空腔，由真空泵产生真空，当铝板覆盖皮带表

距离需要调整。一模双件的工艺要求自动化设备在前

面的小孔时，产生吸附力，铝板被吸在皮带上，皮带

后压机间配备双件分离功能，生产双件时用于调整工

即可启动传输板料。

件的距离。以往双件分离机构一般都设置在端拾器支

⑵皮带机（图 5）由若干根窄皮带组成，可满足
4m 宽的板料传输，窄皮带驱动轮由联轴器连接在一

杆上，只能专用于一种零件，容易造成端拾器支杆结
构复杂，分离距离不易调整等缺陷。

起，由一个变频电机驱动。每根皮带下方安装有真空

⑴前期设计一种通用的分离主杆，可以适应生产

腔，真空腔上表面中间开槽，另一端通过管路接到真

线所有需要分离的零件，方案设计阶段以 ABB 现有

空泵上；每根皮带的真空腔由电磁阀控制，在生产不

的碳纤维端拾器主杆 Gondola 为基础改造，在两端各

同尺寸的板料时，对于没有被板料覆盖的皮带，可以

增加一个分离机构，分别调整两端工件的距离，如图

通过电磁阀关闭真空腔，真空腔的选择可以保存在零

6 所示。

件方案中，只需在调试时设置一次，后续生产时只需

⑵根据客户的模具工艺，要求单边分离距离 0 ～

调用方案即可。

图 5 真空皮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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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双件分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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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m，分离机构采用气缸驱动，气缸一端连接在

端拾器支杆干涉的问题，也使机器人 ATC 空间大幅

Gondola 上，另一端连接滑块，零件端拾器安装在滑

改善。

块上，滑块上安装到位传感器。分离距离由丝杠调整，
丝杠上装有限位螺母，螺母可以按照丝杠上的刻度调

结束语

整到需要的分离距离。分离机构工作时，气缸推动滑

⑴本冲压线采用连续运行模式，在保持了与传统

块向外移动，直至滑块顶到限位螺母，此时传感器感

断续生产线同样产出的前提下（12SPM），降低了压

应到滑块到位，气缸锁定，零件处于设定的分离位置。

力机滑块速度，使拉延速度下降了 30%。一方面极

⑶后期生产时，机器人从上一序模具中抓取零件，

大地提高了成形工艺性，使零件开裂缩颈等缺陷大幅

分离动作在机器人运动时进行，分离完成后机器人得

减少，提高了产品合格率。另一方面减小了模具运动

到传感器信号，两个零件分离到指定距离，机器人再

部件的相对速度，减少了磨损，大幅延长了模具寿命

将分离好的零件放入下一序的模具中，机器人在返回

和模具维修保养的时间间隔，同时降低了冲压时的冲

前一序取件的过程中分离机构复位，分离机构恢复到

击力，减少噪声，大幅改善车间工作环境。

分离前的状态。目前实际生产时该机构分离动作顺滑
平稳、距离调整方便快捷。

⑵本项目配备的分张系统和真空皮带机兼顾了铝
板和钢板两种材料的生产，完全契合了现阶段新能源
汽车车身材料的应用趋势。拆垛机器人的 ATC 功能

端拾器更换小车
压机间配备了双件分离的端拾器主杆，端拾器

使拆垛机器人配备了多套拆垛端拾器，避免了端拾器
与分张头之间的干涉，极大扩展了生产线对于多品种、

更 换 小 车 ( 图 7) 需 要 配 备 4 根 Gondola，ABB 原 有

差异化零件的生产能力。通用的双件分离主杆能满足

的 ATC 小车仅能配备 2 根主杆，方案设计时拟采用

所有一模双件的生产，简化了端拾器的设计制作。

4 主杆支架的 ATC 小车，以支持 4 根主杆。具体设

⑶该冲压线概念领先、技术先进，目前已批量生

计时发现若 4 根主杆布置在同一高度，端拾器支杆

产，各项指标均已达到客户要求。作为国内第一条采

会相互干涉，且机器人 ATC 空间狭小，为此提出修

用机器人辅助生产的连续冲压线，已成为冲压行业的

改方案，将外侧的支架高度增加 300mm，既避免了

标杆。

图 7 ATC 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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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某车型的冲压覆盖件
历史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蒋勤攀，冲压工艺
师，主要从事汽车
冲压件工艺过程开
发，冲压模具开发
制造工作。

文／蒋勤攀，张欣·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

汽车工业是全球制造业的支柱产业之一，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汽车的更
新换代速度日趋加快。作为汽车车身制造的关键环节——汽车关键冲压件
是制约汽车发展的瓶颈，如何生产出价廉质优的汽车，是每个行业人都应
该考虑和关注的。对此，本文就车身的覆盖件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所出现
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其改进的方案及对策，在后期项目开发中进行
有效规避。

汽

车车身覆盖件是一种能明显代表汽车形象

型面几何形状不规则，成形困难，表面质量和尺寸

特征的冲压件，分为侧围、门外板、翼子板、

精 度 要 求 较 高。 图 1 是 某 公 司 新 开 发 的 汽 车 侧 围

顶盖、发动机盖板、后背门外板等，具有

外 板， 材 质 为 DC06， 料 厚 0.7mm， 外 形 轮 廓 尺 寸

材料薄，形状复杂，结构尺寸大且精度高，表面质量

3391mm×389mm×1451mm。

高，不能一次成形等特点。汽车车身外覆盖件的开发
是整个汽车开发中非常关键的部分，对车身品质的好

通过研究问题清单和现场调研发现，汽车侧围外
板常在图 2 所示位置出现问题。

A区

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⑴匹配问题及对策。

侧围外板常见问题及对策

1) 问题。侧围与发盖外板及翼子板分缝处存在

汽车侧围外板制件材料较薄，外形尺寸较大，

多处匹配关系，经常会出现平度不一致及棱线缝隙不

图 1 某车型左右侧围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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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窗处变形
顶梁前部变形
C区

冲击痕

后门洞起皱
A区

后尾灯匹配面变形

图 4 顶梁前部变形

后翼处变形

图 2 侧围外板常见问题

对策：在产品设计阶段，需安装凸台且离成形 R
均匀等匹配问题。

角至少 20mm。

2) 对策。当前较为主流的一种轿车侧围和翼子

B区

板在 A 柱区域的分缝形式主要是横向式，此方法在

⑴问题。

当前技术条件下，主要考虑外观上发动机盖、翼子板、

B 柱面品凹陷，此部位因工艺造型所限，为一个

侧围和前门的缝隙均匀、协调，避免多缝交错，以及

“T”字形结构，且该部位形状变化急剧，致使此处

闭合件装配调试方便、避免运动干涉，进而降低侧围

材料流动复杂，难以控制。3 个方向的料初期就会在

A 柱分缝不合理所带来的成本、周期等方面的风险。

B 柱上方表面发生材料过剩，随着成形的不断加深，

⑵面品问题。

多余料不断被吸收，最终剩余的料不能被制件的形状

1) 冲击痕及对策。

完全吸收，造成其表面凹凸缺陷。

原因：侧整形时，拔模角度小，成形时凸模先接
触板料，并且在板料上滑移，造成前风挡不可避免的
冲击痕，如图 3 所示。

⑵对策。
根据经验，分析不同材料的特性值，发现屈服强
度在 148 ～ 150MPa，拉伸率在 48% ～ 50% 内，制
件表面凹凸量小且不易开裂。通过应力应变分析，基
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但是还需要模具工艺试验来
确定。
加大压力可以减少初期材料在表面的聚集，加大
工艺补充可以控制均匀度。提高此部位及周边研合
率、调整对应拉伸筋及周边调整垫片使其流入量小且
均匀，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材料的失稳状态，有效提升

图 3 冲击痕

了制件品质。

C区
⑴匹配问题及对策。
对策：可调整成形拔模角度，同时延长风挡装饰
板塑料件进行遮蔽。
2) 顶梁前部变形及对策。

1) 问题。主要为匹配间隙不合理，如后保匹配
面 R 角不均，与后保匹配间隙大、后背门圆角处匹配
间隙极差大、翻边 R 角间隙大。

原因：此处三角塑料件安装凸台，在成形 R 角边

2) 对策。模具翻边 R 角补偿补焊研合及翻边间

缘。拉延和整形时走料不均衡，造成 A 面料片窜动，

隙调整；模具型面修顺推光，多次上线调试；另外，

顶梁前部变形，如图 4 所示。

项目开发前期，要重点监测制件 R 角及匹配面尺寸极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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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通过 R 规、三坐标等设备扫描检测制件外观 R 角
及匹配面尺寸，匹配面尺寸应控制在 75% 公差范围
内。
⑵面品问题及对策。
1) 此处三角窗造型，在成形后期，在内部属于
板料膨胀成形，而且有双台阶，成形时 A 面板料有

图 7 后门洞起皱

流动产生变形，如图 5 所示。

图 8 后翼处变形

图 5 三角窗处变形

对策：适当增大产品 R 角，模具凸模做补偿，凹
模做强压处理。
2) 此处产品为 V 形翻整，过程中容易扯动 A 面

料流动，后翼处变形，如图 8 所示。
对策：拉延和整形凸模做补偿，并且此处压料做
强压。

板料导致后尾灯匹配面变形，如图 6 所示。

翼子板常见问题及对策
法规要求及顾客对外观的要求越来越高，翼子板
也变得更加重要。另外，翼子板在车身上与前盖、侧
围、前门、前保险杠、前照灯等车身零部件匹配，而
且尺寸匹配要求很高，因此翼子板单件尺寸质量直接
影响车身前部区域的匹配质量。图 9 是某公司开发的
汽车翼子板，材质为 HC180Y，料厚 0.7mm，外形轮
廓尺寸 1040mm×211mm×889mm。
图 6 后尾灯匹配面变形

对策：修整模压料板做强压处理。
3) 此处后门洞易起皱，如图 7 所示。
对策：因产品造型比较复杂，一次拉延成形不能
到位，需要后续整形到位。同时后期可通过优化拉延
预成形工艺凸包大小来改善起皱问题。
4) 此处产品造型拉延和整形过程中导致 A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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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问题与对策

后，建议 5 ～ 10s 的强压，将氮气缸布置在上方，如

⑴常见匹配问题，如图 10 所示。

图 11(a) 所示。
⑵上部发盖匹配面变形。对策：整形模压料板压
料面与翻边镶块型面补焊，上线研合，确保板料成形
时内部应力分布均匀，如图 11(b) 所示。
⑶前门匹配面上部变形。对策：对压合模工作型
面进行补焊，研合，调整压料面间隙，确保板料成形
时走料速度一致，同时，优化侧整压料面，整形凸模
型面有足够的支撑，压料板压料有足够的压力，如图
11(c) 所示。
⑷轮罩处多处滑移线。对策：制件定位方式更

图 10 翼子板匹配关系图

改，增加托料架保证料片能轻松放入，另外，可调整
压边圈顶出高度，即更换顶杆工艺方案来规避，如图
1) 左右翼子板与前保 R 角不顺、凸包，三角窗

11(d) 所示。

下方变形、匹配老鼠洞。
2) 大灯匹配处毛刺，尖角、带料、料边不齐。
3) 翼子板小腿平度低。

四门外板常见问题及对策
车门外板是典型的汽车覆盖件之一，一般都带有

4) 左右前翼子板安装面起皱。

装饰性 , 要求美观大方，例如带有连贯性装饰棱线，

5) 与前门外板匹配间隙平度超差，R 角不顺。

装饰筋条 , 装饰凹坑，加强筋等。表面不允许有皱纹、

⑵对策。

凹痕、擦伤以及其他破坏表面美感的缺陷。现对本车

1) 翼子板 OP30 大灯处 R 角不顺，补焊翻边镶块，

型翼子板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

调整翻边间隙。

匹配问题

2) 尖角处翻边间隙过紧，导致料边不齐，调整
翻边间隙，研合镶块。

图 12 红色方框区域极易出现匹配面平度低问题，
包括后门窗框搭接面平度低、前部平度低等。

3) 翼子板 OP40 大灯处整形不充分，调整斜楔插
刀，增加垫片。

⑴原因分析。
1) 产品设计不合理，内板前后部焊接，焊接变

面品问题

形量大。

⑴发盖匹配面变形。补充面较浅未能将材料完全
拉开，导致发盖匹配面变形。对策：整形，研合到位

(a)

(b)

2) 防撞杆与内板分总成焊接存在间隙差，焊接
时防撞梁将内板平度拉低。

(c)

(d)

图 11 翼子板常见面品问题

2020.12 Forging &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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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四门外板匹配结构图

(a) 窗框搭接面平度低

图 13 前后门外板产品图

(b) 前后门匹配面平度低

(c) 门把手处变形

(d) 前 / 后翼变形

图 14 门外板问题缺陷实物图

3) 深拉延刚性不足，板料厚度使用不合理等因
素都会导致平度不均为。
⑵对策。
1) 模具回厂前做好充分验证，对各搭接面、焊
接面 R 角间隙做重点管控。
2) 产品设计阶段提前规避刚性不足问题、板料
厚度选择不能低于 0.7mm。
3) 产品设计阶段提前做工艺缺口避让、折角面

避让，压合聚料等。
⑵对策。
1) 拉延凸模基准做局部强压，门把手部位高着
色，减轻变形量。
2) 针对前翼 / 后翼匹配面变形 SE 阶段避免剧烈
起伏的面，也可考虑强压处理。
3) 产品设计阶段后门外板单件翻边做工艺缺口
避让，模具回行前外板单件变形量控制。

提前做压合避让 ( 外板与内板预留间隙 )。

面品问题

结束语

外板皱纹、凹痕、擦伤问题经过模具多次研合推

本文通过对上覆盖件常见问题及整改对策的讲

光，清洁保养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但制件变形

解，为后期车型提供了有效的设计理念及有价值的整

问题却很难控制，如图 13 红色方框区域内变形，包

改方案。汽车制造中有 60% ～ 70% 的金属零部件需

括后门把手处变形、后门腰线凹面变形、前后门匹配

要通过塑性加工成形，冲压加工是一种重要手段，冲

面变形、前翼 / 后翼匹配面变形等 ( 图 14)。

压件的制造工艺水平及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对汽车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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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原因分析。

质量和成本有直接的影响。汽车冲压件技术正向精密、

1) 模具型面起伏过渡大，引起交界面变形。

多功能、高效节能、安全清洁的生产方向发展，因此，

2) 外形起伏较大，在低的面产生聚料现象。

更需要国内汽车从业人员加强新技术的研发，逐步缩

3) 外板翻边间隙大导致 R 角大，翻边料边未做

小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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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设备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9
A10
A11
A12
A13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6
A27
A28
A30
A31
A35
A37
A38
A39
A41
A42

热模锻压力机
机械压力机 ( 切边、冲孔 )
多工位热模锻压力机
多工位冷锻压力机 ( 滚柱、钢球、
螺母、螺栓等 )
径向 ( 精 ) 锻机 ( 立式、卧式）
双盘摩擦压力机
电动螺旋压力机
离合器式螺旋压力机
机械精压机
液压精压机
机械挤压机
液压挤压机
对击锤 ( 即无砧座锤 )
平锻机 ( 水平分模 )
楔横轧机
多工位锻造机
旋锻机
辊锻机
扩孔及辗环机
自由锻液压机
模锻液压机
摆辗机
电镦机
万能液压机
冷镦锻机 ( 多工位 )
热镦锻机 ( 多工位 )
电动空气锤
换头装置 ( 如液气动力头 )
电动液气自由锻锤
电动液气模锻锤
数控全液压模锻锤
数控全液压模锻锤 ( 换头 )

锻造辅助设备
Z01
Z02
Z03
Z04
Z10
Z11
Z17
Z19
Z20
Z21
Z22
Z24
Z25
Z26
K14

液压剪切机
机械剪切机
金属带锯机
圆盘锯床
抛丸清理设备
喷砂清理设备
锻造机械手
快速换模装置
锻造操作机
坯料装出炉机
精密棒料剪断机
油冷机
去氧化皮设备
石墨喷涂设备
搬运机器人

锻造辅助材料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润滑剂
特种模具钢
锻模修复焊材
锻件表面防锈涂料
抛丸磨料
热处理淬火介质

锻造生产用工业炉
G01
G02
G03
G04
G07
G08

中频感应加热装置
可控气氛加热炉、热处理炉
燃气加热炉、热处理炉
燃煤加热炉、热处理炉
耐火材料
节能技术（加热炉、热处理炉 )

G09
G10

煤气发生炉
高频感应热处理炉

锻造零部件
P01
P02
P05

汽摩锻件
精锻齿轮
风轴

冲压和成形设备
L01
L02
L03
L04
L05
L06
L07
L09
L10
L11
L14
L15
L16
L17
L19
L33
L34
L40
L41
L43
L44
L45
L46
L47
L48
L49
L50
L51
L52
L53
L54

开式压力机
闭式压力机
数控冲床
多工位压力机
精压机
高速冲床
拉深液压机
校正液压机
压装液压机
磷化处理设备
旋压成形机床
液压拉深机
冷挤压机
CNC 弯管机
管端成形机
压边机
辊压机
封头冷旋压机
封头热旋压机
三辊卷板机
四辊卷板机
立式卷板机
板料折弯机
机械压力机 ( 通用 )
CNC 压力机
偏心压力机
四柱液压机
伺服压力机
自动化冲压生产线
卧式肘杆式挤压机
试模压力机

冲压分离设备
I02
I04
I06
I07
I09
I24
I26
I29
I32
I35
I36
I39
I41

切边装置
精冲压机 ( 手动 / 自动 )
激光切割机
等离子切割机
火焰切割设备
水切割系统
冲孔压力机
转塔式冲床
自动冲槽机
纵剪线、横剪线
剪板机
开卷校平剪切线
油压剪床

冲压自动化周边设备
N01
N02
N03
N04
N05
N06
N07
N08
K14

三合一 NC 伺服料架矫直送料机
NC 伺服滚轮送料机
二机一体料架矫直机
精密型矫直整平机
冲床多工位连线机械手
片料上料机
移载机
材料架
搬运机器人

冲压辅助材料
M01

冲压润滑剂

M02
M03
M04

冲模修复材料
冲压模具钢
表面涂层涂料

冲压零部件
Q01
Q02
Q03
Q04

封头
汽摩冲压件
电器、电机冲压 ( 钣金 ) 件
精密冲压件

连接设备
C01
C02
C03

模

自扣式紧固件铆接机
压铆机
无铆连接设备

具

W01

锻造模具

W02
W03
W04

冲压模具
转塔冲模具
折弯模具

模具制造及检测设备
F04
F06
F08
F10
F12
F13
F14

电脉冲及电解液加工机床
各种气动、电动修磨器械
高速数控铣床
模具表面热处理设备
三坐标测量机
锻模修补设备
冲模修补设备

检测及测量设备
Y01
Y05
Y08
Y09
Y13
Y15
Y16
Y17
Y18
Y19

金相显微镜
磁粉探伤机
着色检验装置
超声波探伤机
硬度计
红外线测温仪
冲击试验机
射线探伤器
研磨抛光系统
振动消除应力系统

二手设备
S01
S02
S03
S04
S05

二手锻造设备
二手冲压设备
二手锻造辅助设备
二手冲压自动化设备
二手钣金设备

机床零部件
H04
H05
H06
H07
H08
H09
H10
H13
H14
H15
H16

润滑系统
安全光栅 / 帘
电机、发电机和附件
下料缓冲装置
吸振装置
喷涂装置及设备
双手行程保护装置
摩擦块、摩擦片
制动离合器
数控系统
液压元件

软件
E04
E05
E06

锻造工艺模拟软件
冲压工艺模拟软件
钣金加工排版软件

日本一级汽车零件制造商
广告服务编码 6168

广告服务编码 6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