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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针对汽车外覆盖件冲压

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首先采用板成形有限元分

析软件获得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在保证

曲面质量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对产品型面进行

补偿，并输出满足面品质量要求的补偿后型面，

再将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补偿后的型面导入

Catia软件，并与补偿前产品型面进行对比形成

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依据参考云图所示的

面品缺陷位置及偏差量，通过制作驱动曲面的方

式补偿原产品型面，实现面品缺陷在设计阶段的

补偿。本发明可减少因面品缺陷整改带来的钳工

手工研修工作量，快速提升汽车外覆盖件面品质

量，缩短模具调试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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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外覆盖件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获取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在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中构建面品缺陷

分析文件，依据产品的曲率方向，在板成形有限元软件的后处理模块中对面品缺陷进行定

量评定，获得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

步骤二、制定面品缺陷补偿方案：

2.1)产品型面补偿：依据步骤一获得的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参照补偿前的面

品缺陷的位置和量值，在板成形有限元软件中对产品型面进行补偿；

2.2)产品型面补偿结果评定：对补偿后的产品型面重复步骤一再次进行面品缺陷分

析，验证补偿效果是否满足规定的面品缺陷质量要求；如果不满足规定的面品缺陷质量要

求，则继续执行步骤二，直至补偿效果满足面品缺陷质量要求；

2.3)输出补偿后的产品型面：从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中以igs格式输出最终补偿后的

产品型面，命名为Target；

步骤三、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驱动曲面：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在Catia软件中

导入步骤二输出的最终补偿后的产品型面Target数据并作为目标曲面，以补偿前的产品曲

面为参考曲面，对点云数据进行偏差分析，获得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根据面品缺陷补

偿量参考云图制作矩形平面；在矩形平面上设置曲率和变形中心，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驱动

曲面；

步骤四、制作面品缺陷补偿数据：在Catia软件中，以补偿前的产品曲面为参考曲面，以

步骤三制作的面品缺陷补偿驱动曲面为目标曲面，通过驱动补偿的方式进行制作面品缺陷

补偿数据，完成面品缺陷的补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外覆盖件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获取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包括以下步骤：

1.1)补偿前面品缺陷有限元分析：在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中构建面品缺陷分析文

件，其中，分析用板料参数依据实际板料检测参数设定，并定义单元类型、工具网格尺寸、初

始板料网格尺寸及细化等级参数；

1.2)补偿前面品缺陷结果评定：依据产品的曲率方向，在板成形有限元软件的后处理

模块中对面品缺陷进行定量评定，获得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并获得面品缺陷具体

位置和量值。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外覆盖件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三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驱动曲面包括以下步骤：

3.1)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打开Catia软件的Digitized  Shape  Editor模块，

将步骤二获得的最终补偿后的产品型面Target数据导入并作为目标曲面，以补偿前的产品

曲面为参考曲面，命名为Original  product，对点云数据进行偏差分析，获得面品缺陷补偿

量参考云图；

3.2)制作固定平面：打开Catia软件的自由样式模块，根据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判

断的面品缺陷补偿位置，确立补偿中心点，并在中心点位置建立局部曲面的法向坐标系；在

法向坐标系的法平面上，制作矩形平面，命名为Station，Station平面的中心与补偿中心重

合，Station平面的边界超过所要补偿的面品缺陷边界；

3.3)制作驱动曲面：拷贝Station平面，命名为Drive；利用自由样式模块中的控制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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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Drive曲面边界设置为G2曲率连续，变形中心为面品缺陷补偿中心，中心最大变形量值

依据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确定，保证固定平面与驱动曲面的偏差云图与面品缺陷补偿

量参考云图一致，以此为最终驱动曲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外覆盖件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四制作面品缺陷补偿数据包括以下步骤：

4.1)进行驱动补偿：利用Catia软件创成式外形设计模块中的包裹曲面命令，要变形的

元素选择Originalproduct曲面，参考曲面选择Station平面，目标曲面选择Drive曲面，以

局部曲面法向为驱动方向完成对模具型面的面品缺陷补偿；

4.2)重复步骤三、步骤四，完成其他位置面品缺陷的补偿；

4.3)面品缺陷补偿数据质量检查：包括曲率检查、斑马线检查，保证补偿前后曲面质量

不发生变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外覆盖件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一中的面品缺陷具体位置和量值由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获得。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外覆盖件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二中的产品型面补偿及产品型面补偿结果评定均在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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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外覆盖件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汽车覆盖件冲压模具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针对汽车外覆

盖件冲压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国内汽车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之下，各大汽车制造商都对汽车车身的制

造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汽车外覆盖件来说，不仅要保证其成形性能及尺寸精度，还

要保证其具有良好的面品质量，这就对生产冲压件的模具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模

具调试阶段围绕外覆盖件面品质量提升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逐步增多，已经成为制约模

具生产周期和成本的主要因素。

[0003] 面品缺陷主要是指汽车外覆盖件表面上存在的如坑、包、波浪等不平整类缺陷，如

图1所示，实际零件B与理论零件A相比，难免存在滑移线、冲击线等褶皱缺陷，轮廓偏差以及

因模具、板料脏点产生的缺陷。其中，滑移线冲击线主要是通过前期CAE分析，调整板料流入

量进行解决，该缺陷的预判和解决方法较为成熟。轮廓偏差主要是更改翻边轮廓，整改量值

明确，整改相对简单。模具脏点属于生产过程中的随机因素，主要通过保证板料及模具型面

洁净来消除。而不平整类缺陷是由生产工艺或产品造型所决定的，在外覆盖件的面品缺陷

中占比大，缺陷严重程度大，整改代价最大。

[0004] 针对面品缺陷检测的主要方法有油石打磨法、光线反射法和手摸法，此三种方法

均为依靠人的经验对外覆盖件进行评价，缺少定量评价标准，存在人为的主观误差。目前针

对面品缺陷整改的主要方法是钳工根据主观检测结果，在缺陷对应位置的凸模上进行手工

研修，而当面品缺陷程度过大时，甚至可能需要模具型面数控降铣加工，数控加工后的模具

型面还需要手工重新研修，整改时间长，代价大。因此，在汽车外覆盖件模具开发中，需要一

种能够减少因面品缺陷产生的钳工研修工作量，快速提升汽车外覆盖件面品质量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针对汽车外覆盖件冲压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针对在面

品缺陷中占比大、缺陷严重程度大、由生产工艺或产品造型决定的、理论上存在的面品缺陷

进行补偿。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汽车外覆盖件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一、获取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在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中构建面品

缺陷分析文件，依据产品的曲率方向，在板成形有限元软件的后处理模块中对面品缺陷进

行定量评定，获得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

[0009] 步骤二、制定面品缺陷补偿方案：

[0010] 2.1)产品型面补偿：依据步骤一获得的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参照补偿前

的面品缺陷的位置和量值，在板成形有限元软件中对产品型面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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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2.2)产品型面补偿结果评定：对补偿后的产品型面重复步骤一再次进行面品缺陷

分析，验证补偿效果是否满足规定的面品缺陷质量要求；如果不满足规定的面品缺陷质量

要求，则继续执行步骤二，直至补偿效果满足面品缺陷质量要求；

[0012] 2.3)输出补偿后的产品型面：从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中以igs格式输出最终补偿

后的产品型面，命名为Target；

[0013] 步骤三、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驱动曲面：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在Catia软

件中导入步骤二输出的最终补偿后的产品型面Target数据并作为目标曲面，以补偿前的产

品曲面为参考曲面，对点云数据进行偏差分析，获得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根据面品缺

陷补偿量参考云图制作矩形平面；在矩形平面上设置曲率和变形中心，制作面品缺陷补偿

驱动曲面；

[0014] 步骤四、制作面品缺陷补偿数据：在Catia软件中，以补偿前的产品曲面为参考曲

面，以步骤三制作的面品缺陷补偿驱动曲面为目标曲面，通过驱动补偿的方式进行制作面

品缺陷补偿数据，完成面品缺陷的补偿。

[0015] 具体地，所述步骤一获取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包括以下步骤：

[0016] 1.1)补偿前面品缺陷有限元分析：在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中构建面品缺陷分析

文件，其中，分析用板料参数依据实际板料检测参数设定，并定义单元类型、工具网格尺寸、

初始板料网格尺寸及细化等级参数；

[0017] 1 .2)补偿前面品缺陷结果评定：依据产品的曲率方向，在板成形有限元软件的后

处理模块中对面品缺陷进行定量评定，获得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并获得面品缺陷

具体位置和量值。

[0018] 具体地，所述步骤三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驱动曲面包括以下步骤：

[0019] 3.1)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打开Catia软件的Digitized  Shape  Editor

模块，将步骤二获得的最终补偿后的产品型面Target数据导入并作为目标曲面，以补偿前

的产品曲面为参考曲面，命名为Original  product，对点云数据进行偏差分析，获得面品缺

陷补偿量参考云图；

[0020] 3.2)制作固定平面：打开Catia软件的自由样式模块，根据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

图判断的面品缺陷补偿位置，确立补偿中心点，并在中心点位置建立局部曲面的法向坐标

系；在法向坐标系的法平面上，制作矩形平面，命名为Station，Station平面的中心与补偿

中心重合，Station平面的边界超过所要补偿的面品缺陷边界；

[0021] 3.3)制作驱动曲面：拷贝Station平面，命名为Drive；利用自由样式模块中的控制

点命令，Drive曲面边界设置为G2曲率连续，变形中心为面品缺陷补偿中心，中心最大变形

量值依据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确定，保证固定平面与驱动曲面的偏差云图与面品缺陷

补偿量参考云图一致，以此为最终驱动曲面。

[0022] 具体地，所述步骤四制作面品缺陷补偿数据包括以下步骤：

[0023] 4.1)进行驱动补偿：利用Catia软件创成式外形设计模块中的包裹曲面命令，要变

形的元素选择Original  product曲面，参考曲面选择Station平面，目标曲面选择Drive曲

面，以局部曲面法向为驱动方向完成对模具型面的面品缺陷补偿；

[0024] 4.2)重复步骤三、步骤四，完成其他位置面品缺陷的补偿；

[0025] 4.3)面品缺陷补偿数据质量检查：包括曲率检查、斑马线检查，保证补偿前后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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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不发生变化。

[0026] 具体地，所述步骤一中的面品缺陷具体位置和量值由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获

得。

[0027] 具体地，所述步骤二中的产品型面补偿及产品型面补偿结果评定均在板成形有限

元分析软中完成。

[0028]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9] 本发明可减少因面品缺陷整改带来的钳工手工研修工作量，快速提升汽车外覆盖

件面品质量，缩短模具调试周期。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面品缺陷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某车型门板产品模型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某车型门板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某车型门板在Autoform软件中补偿前产品曲率示意图；

[0034]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某车型门板在Autoform软件中补偿后产品曲率示意图；

[0035]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某车型门板补偿后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示意图；

[0036]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某车型门板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

[0037]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某车型门板面品缺陷补偿前后曲率检查图；

[0038]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某车型门板面品缺陷补偿前后斑马线检查图；

[0039] 图10为本发明整体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案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此处所描述的实施案例仅用

于解释发明，并不限定发明。

[0041]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整体工作原理为：首先采用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获得补偿前

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在保证曲面质量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对产品型面进行补偿，并输出

满足面品质量要求的补偿后型面，再将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补偿后的型面导入Catia

(Computer-graphics  Aided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Application，计算机图形

辅助三维交互式应用)软件，并与补偿前产品型面进行对比形成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

依据参考云图所示的面品缺陷位置及偏差量，通过制作驱动曲面的方式补偿原产品型面，

实现面品缺陷在设计阶段的补偿。

[0042] 以下是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43] 如图10所示，一种汽车外覆盖件面品缺陷的补偿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步骤一，获取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子步骤为：

[0045] (1)补偿前面品缺陷有限元分析：在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中构建面品缺陷分析

文件，其中，分析用板料参数依据实际板料检测参数设定，并定义单元类型、工具网格尺寸、

初始板料网格尺寸及细化等级参数。

[0046] (2)补偿前面品缺陷结果评定：依据产品的曲率方向，在板成形有限元软件的后处

理模块中对面品缺陷进行定量评定，获得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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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步骤二，制定面品缺陷补偿方案，子步骤为：

[0048] (1)产品型面补偿：依据第一步获得的补偿前面品缺陷结果，参照补偿前面品缺陷

的位置和量值，在板成形有限元软件中对产品型面进行补偿，并对补偿后的产品型面进行

曲面质量检查，保证补偿前后曲面质量一致。

[0049] (2)产品型面补偿结果评定：对补偿后的产品型面参照第一步的步骤再次进行分

析，验证补偿效果。重复步骤一、二内容，直至获得满足面品缺陷质量要求(-0 .03mm～+

0.03mm)的结果为止。

[0050] (3)输出补偿后的产品型面：从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中以igs格式输出最终补偿后

的产品型面，命名为Target。

[0051] 步骤三，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驱动曲面，子步骤为：

[0052] (1)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打开Catia(Computer-graphics  Aided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Application，计算机图形辅助三维交互式应用)软件的

Digitized  Shape  Editor(点群造型编辑)模块，将步骤二获得的Target数据导入并作为目

标曲面，以补偿前产品曲面为参考曲面，命名为Original  product，对点云数据进行偏差分

析，获得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

[0053] (2)制作固定平面：打开Catia软件的自由样式模块，根据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

图判断的面品缺陷补偿位置，确立补偿中心点，并在中心点位置建立局部曲面的法向坐标

系。在法向坐标系的法平面上，制作矩形平面，命名为Station，Station平面的中心与补偿

中心重合，矩形平面的边界应超过所要补偿的面品缺陷边界。

[0054] (3)制作驱动曲面：拷贝Station平面，命名为Drive。利用自由样式模块中的控制

点命令，Drive曲面边界设置为G2曲率连续，变形中心为面品缺陷补偿中心，中心最大变形

量值依据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确定，保证固定平面与驱动曲面的偏差云图与面品缺陷

补偿量参考云图一致，以此为最终驱动曲面。

[0055] 步骤四，制作面品缺陷补偿数据，子步骤为：

[0056] (1)进行驱动补偿：利用Catia软件创成式外形设计模块中的包裹曲面命令，要变

形的元素选择Original  product曲面，参考曲面选择Station平面，目标曲面选择Drive曲

面，以局部曲面法向为驱动方向完成对模具型面的面品缺陷补偿。

[0057] (2)重复步骤三、步骤四，完成其他位置面品缺陷的补偿。

[0058] (3)面品缺陷补偿数据质量检查：包括曲率检查、斑马线检查，保证补偿前后曲面

质量不发生变化。

[005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一中的面品缺陷具体位置和量值由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获

得。

[006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二中的产品型面补偿及产品型面补偿结果评定均在板成形有

限元分析软中完成。

[006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四中的面品缺陷补偿数据通过驱动补偿的方式进行制作。

[0062] 实施例

[0063] 某车型门板产品模型如图2所示，依据该模型在完成冲压工艺设计后，需要对面品

缺陷进行补偿，其具体步骤如下：

[0064] 第一步，获取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子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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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1)补偿前面品缺陷有限元分析：在板成形有限元分析软件Autoform中构建面品

缺陷分析文件。其中，材料参数如表1所示，工具及板料网格尺寸参数如表2所示。

[0066] 表1某车型门板材料参数

[0067]

[0068] 表2工具及板料网格尺寸参数

[0069]

[0070] (2)补偿前面品缺陷结果评定：在Autoform软件的Evaluation中利用Surface命

令，依据产品曲率方向进行面品缺陷定量评定，获得补偿前的面品缺陷分析结果，如图3所

示。

[0071] 第二步，制定面品缺陷补偿方案：

[0072] (1)产品型面补偿：依据第一步获得的补偿前面品缺陷结果，在Autoform软件的

Modify中利用Morph命令，参照补偿前面品缺陷的位置和量值，对产品型面进行补偿。补偿

后的产品型面利用Curvature  Cases命令进行曲面质量检查，保证补偿前后曲面质量不发

生变化，如图4、5所示。

[0073] (2)产品型面补偿结果评定：对补偿后的产品型面参照第一步的步骤进行分析，验

证补偿效果，如图6所示。

[0074] (3)输出补偿后的产品型面：从Autoform软件中以igs格式输出最终补偿后的产品

型面，命名为Target。

[0075] 第三步，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驱动曲面：

[0076] (1)制作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打开Catia软件的Digitized  Shape  Editor模

块，将第二步获得的Target数据导入并作为目标曲面，以补偿前产品曲面为参考曲面，命名

为Original  product，对点云数据进行偏差分析，获得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图，如图7所

示。

[0077] (2)制作固定平面：打开Catia软件的自由样式模块，根据面品缺陷补偿量参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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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判断的面品缺陷补偿位置，确立补偿中心点，并在中心点位置建立局部曲面的法向坐标

系。在法向坐标系的法平面上，制作矩形平面，命名为Station，Station平面的中心与补偿

中心重合，矩形曲面的边界应超过所要补偿的面品缺陷边界。以缺陷深度0.2mm的面品缺陷

区域为例，调整固定平面尺寸为：长度280mm，宽度130mm。

[0078] (3)制作驱动曲面：拷贝Station曲面，命名为Drive。利用自由样式模块中的控制

点命令，Drive曲面边界设置为G2曲率连续，变形中心为面品缺陷补偿中心，依据面品缺陷

补偿量参考云图确定中心最大变形量值为0.25mm。

[0079] 第四步，制作面品缺陷补偿数据：

[0080] (1)进行驱动补偿：利用Catia软件创成式外形设计模块中的包裹曲面命令，要变

形的元素选择Original  product曲面，参考曲面选择Station平面，目标曲面选择Drive曲

面，以局部曲面法向为驱动方向完成对模具型面的面品缺陷补偿。

[0081] (2)重复第三步、第四步，完成其他位置面品缺陷的补偿。

[0082] (3)面品缺陷补偿数据质量检查：包括曲率检查、斑马线检查，保证补偿前后曲面

质量不发生变化，如图8、图9所示。

[008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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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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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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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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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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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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