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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

压成形模具，上模板通过内六角螺栓a、内六角螺

栓c分别与后限位板和前限位板固定；凸模通过

内六角螺栓b固定在上模板上；凹模为分体式设

计，且凹模组合后设有预成形V型槽口；后定位板

通过内六角螺栓d固定在一侧的凹模上凹模设置

在凹模固定圈内，插板设置在凹模固定圈与凹模

的缝隙里；下模板通过内六角螺栓e与凹模固定

圈固定；下模板设有安装口，顶出器设置在安装

口内，且顶出器的一端伸入凹模底部设；侧面定

位块设置在凹模一侧的端面上，且侧面定位块上

设有一字螺栓和圆柱销；通过侧面定位块和后定

位板对待加工毛料进行定位。成形模具使用寿命

提高，减少了零件交付前的型面抛修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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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其特征在于，包括上模部分和下模部分

组成；

所述上模部分由上模板、后限位板、前限位板、凸模组成；

所述下模部分由凹模、插板、凹模固定圈、下模板、后定位板、顶出器、侧面定位块和圆

柱销组成；

所述上模板通过内六角螺栓a、内六角螺栓c分别与后限位板和前限位板固定；

所述凸模通过内六角螺栓b固定在上模板上；

所述凹模为分体式设计，且凹模组合后设有预成形V型槽口；

所述后定位板通过内六角螺栓d固定在一侧的凹模上

所述凹模设置在凹模固定圈内，插板设置在凹模固定圈与凹模的缝隙里；

所述下模板通过内六角螺栓e与凹模固定圈固定；

所述下模板设有安装口，顶出器设置在安装口内，且顶出器的一端伸入凹模底部设；

所述侧面定位块设置在凹模一侧的端面上，且侧面定位块上设有一字螺栓和圆柱销；

通过侧面定位块和后定位板对待加工毛料进行定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其特征在于，所

述凹模上端面上设有增大成形部位的转接圆角，且对转接圆角部位进行抛光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其特征在于，所

述上模部分和下模部分由铸造高温合金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其特征在于，零

件成形后零件底部与顶出器空开，靠凸模单模成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其特征在于，所

述凹模上设置的转接圆角为R2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的压制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如下：

步骤一：通过计算并经过实际试验，确定零件成形前毛料形状及尺寸；

步骤二：加工符合图纸要求的毛坯，在零件毛坯上下表面均匀涂刷抗氧化和减小摩擦

的水剂石墨，在空气中放置至干；

步骤三：安装模具到热成形机中，加热模具至工艺规定的成形温度650℃-680℃；

步骤四：启动热成形机，打开模具，按照图5位置，将毛料放置在模具上，靠近后定位板

和侧面定位块定位面上；

步骤五：上模部分下行，凸模压住零件毛料进入分体凹模预成形槽口内，先完成零件的

预成形，见图7，上模继续下行，凸模压住零件毛料进入分体凹模内，直到后限位板、前限位

板的下表面贴紧分体凹模上表面，靠后限位板和前限位板稳定地限定模具闭合高度，保证

成形间隙，成形压力为7T-9T，保压时间为3min-3.5min，完成零件的成形；

步骤六：打开模具，上模部分上行，凸模从分体凹模内脱出，设备下顶杆顶着顶出器上

行，将成形完的零件从分体凹模内脱出，用夹紧钳将零件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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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及其压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塑性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

模具及其压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为厚度1.5mm钛合金板材为原材料的冲压件，见图1

属于功能构件，成形深度较大(成形深度：开口宽度＞8)，定义为深V型成形件。其要求的成

形精度高，要求型面轮廓度不大于0.5mm，开口宽度公差为0.5mm，型面光滑，表面粗糙度不

大于3.2um，对零件的制造质量和使用可靠性有较高要求；该类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采

用的是整体凹模结构的模具见图2，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成形后取件零件型面变形；热成形

零件表面划伤和地面压伤严重；成形模具整体深V形凹模制造工艺差，制造周期长；成形模

具整体深V形凹模磨损后不能返修，模具使用寿命短。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

及其压制方法，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4] 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包括上模部分和下模部分组成；

[0005] 所述上模部分由上模板、后限位板、前限位板、凸模组成；

[0006] 所述下模部分由凹模、插板、凹模固定圈、下模板、后定位板、顶出器、侧面定位块

和圆柱销组成；

[0007] 所述上模板通过内六角螺栓a、内六角螺栓c分别与后限位板和前限位板固定；

[0008] 所述凸模通过内六角螺栓b固定在上模板上；

[0009] 所述凹模为分体式设计，且凹模组合后设有预成形V型槽口；

[0010] 所述后定位板通过内六角螺栓d固定在一侧的凹模上

[0011] 所述凹模设置在凹模固定圈内，插板设置在凹模固定圈与凹模的缝隙里；

[0012] 所述下模板通过内六角螺栓e与凹模固定圈固定；

[0013] 所述下模板设有安装口，顶出器设置在安装口内，且顶出器的一端伸入凹模底部

设；

[0014] 所述侧面定位块设置在凹模一侧的端面上，且侧面定位块上设有一字螺栓和圆柱

销；通过侧面定位块和后定位板对待加工毛料进行定位。

[0015] 所述的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其优选方案为所述凹模上端

面上设有增大成形部位的转接圆角，且对转接圆角部位进行抛光处理。

[0016] 所述的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其优选方案为所述上模部分

和下模部分由铸造高温合金制成。

[0017] 所述的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其优选方案为零件成形后零

件底部与顶出器空开，靠凸模单模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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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所述的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其优选方案为所述凹模上设

置的转接圆角为R20。

[0019] 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的压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0020] 步骤一：通过计算并经过实际试验，确定零件成形前毛料形状及尺寸；

[0021] 步骤二：加工符合图纸要求的毛坯，在零件毛坯上下表面均匀涂刷抗氧化和减小

摩擦的水剂石墨，在空气中放置至干；

[0022] 步骤三：安装模具到热成形机中，加热模具至工艺规定的成形温度650℃-680℃；

[0023] 步骤四：启动热成形机，打开模具，按照图5位置，将毛料放置在模具上，靠近后定

位板和侧面定位块定位面上；

[0024] 步骤五：上模部分下行，凸模压住零件毛料进入分体凹模预成形槽口内，先完成零

件的预成形，见图7，上模继续下行，凸模压住零件毛料进入分体凹模内，直到后限位板、前

限位板的下表面贴紧分体凹模上表面，靠后限位板和前限位板稳定地限定模具闭合高度，

保证成形间隙，成形压力为7T-9T，保压时间为3min-3.5min，完成零件的成形；

[0025] 步骤六：打开模具，上模部分上行，凸模从分体凹模内脱出，设备下顶杆顶着顶出

器上行，将成形完的零件从分体凹模内脱出，用夹紧钳将零件取出。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解决了以往热成形此类构件存在的成形质

量不稳定，成形后取件时零件型面变形，热成形零件表面划伤和底面压伤，成形模具整体深

V形凹模制造工艺差，制造周期长；成形模具整体深V形凹模磨损后不能返修，模具使用寿命

短等问题，实现了该类产品大批量、稳定、精密成形。采用铸造高温合金的增大模具表面硬

度，增强模具表面抗氧化性能和抗磨损性能，解决了以前模具工作部位表面容易氧化形成

氧化皮损伤零件表面的问题；凹模设计的预成形V型槽口，f为支撑摩擦点，减小零件成形时

的表面摩擦力，并增大成形部位的转接圆角尺寸，由原来的R6增加至R20，对转接圆角部位

进行抛光处理，大大减轻了以前零件热成形时零件表面划伤；新磨具限位由原来的两处小

圆柱限位改为限位板，大大增加限位零件的面积，能够更加可靠地保证模具的成形间隙，解

决以前由于限位块变形造成的零件成形质量一致性差的问题。凹模的分体式设计改进为高

温合金，并增强了模具型面的抗磨性能，改善了凹模的制造及修理工艺性，模具型面磨损后

可以再进行返修加工，从而延长模具的使用寿命；分体凹模底部设计的顶出器，成形后零件

底部与顶出器空开，靠凸模单模成形，彻底避免了零件成形时底面压伤问题，由于摩擦、回

弹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零件成形后留在凹模内，现有技术靠夹紧钳拽出导致零件型面变形，

本发明靠顶出器顶出零件，分体凹模型面脱开，避免了零件取件型面变形。

[0027] 成形模具使用寿命提高20倍以上，减少了零件交付前的型面抛修工作量，较改进

前每百台可直接节约制造成本约30余万元，同时能够提高此类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的

质量及其质量稳定性，能够有效地提高此类零件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板金件示意图；

[0029] 图2为现有技术的模具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成形前毛料形状及尺寸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成形模具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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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5为本发明成形模具俯视图；

[0033] 图6为a为改进前的热成形，b为改进后的热成形对比示意图；

[0034] 图7为预成形示意图。

[0035] 图中，1-上模板、2-内六角螺栓a、3-后限位板、4-内六角螺栓b、5-内六角螺栓c、6-

前限位板、7-凸模、8-凹模、9-插板、10-凹模固定圈、11-内六角螺栓d、12-下模板、13-后定

位板、14-内六角螺栓e、15-顶出器、16-侧面定位块、17-一字螺栓、18-圆柱销、19-预成形V

型槽口、20-转接圆角。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根据图3-7所示，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包括上模部分和下

模部分组成；

[0037] 所述上模部分由上模板1、后限位板3、前限位板6、凸模7组成；

[0038] 所述下模部分由凹模8、插板9、凹模固定圈10、下模板12、后定位板113、顶出器15、

侧面定位块16和圆柱销18组成；

[0039] 所述上模板通过内六角螺栓a2、内六角螺栓c5分别与后限位板3和前限位板6固

定；

[0040] 所述凸模7通过内六角螺栓b4固定在上模板1上；

[0041] 所述凹模8为分体式设计，且凹模组合后设有预成形V型槽口19；

[0042] 所述后定位板13通过内六角螺栓d11固定在一侧的凹模8上

[0043] 所述凹模8设置在凹模固定圈10内，插板9设置在凹模固定圈10与凹模8的缝隙里；

[0044] 所述下模板12通过内六角螺栓e14与凹模固定圈10固定；

[0045] 所述下模板12设有安装口，顶出器15设置在安装口内，且顶出器的一端伸入凹模8

底部设；

[0046] 所述侧面定位块16设置在凹模8一侧的端面上，且侧面定位块16上设有一字螺栓

17和圆柱销18；通过侧面定位块16和后定位板13对待加工毛料进行定位。

[0047] 所述凹模8上端面上设有增大成形部位的转接圆角20，且对转接圆角20部位进行

抛光处理。

[0048] 所述上模部分和下模部分由铸造高温合金制成。

[0049] 零件成形后零件底部与顶出器空开，靠凸模7单模成形。

[0050] 所述凹模8上设置的转接圆角20为R20。

[0051] 一种钛合金深V型航空钣金件冲压成形模具的压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0052] 步骤一：通过计算并经过实际试验，确定零件成形前毛料形状及尺寸；

[0053] 步骤二：加工符合图纸要求的毛坯，在零件毛坯上下表面均匀涂刷抗氧化和减小

摩擦的水剂石墨，在空气中放置至干；

[0054] 步骤三：安装模具到热成形机中，加热模具至工艺规定的成形温度650℃-680℃；

[0055] 步骤四：启动热成形机，打开模具，按照图5位置，将毛料放置在模具上，靠近后定

位板和侧面定位块定位面上；

[0056] 步骤五：上模部分下行，凸模压住零件毛料进入分体凹模预成形槽口内，先完成零

件的预成形，见图7，上模继续下行，凸模压住零件毛料进入分体凹模内，直到后限位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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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板的下表面贴紧分体凹模上表面，靠后限位板和前限位板稳定地限定模具闭合高度，

保证成形间隙，成形压力为7T-9T，保压时间为3min-3.5min，完成零件的成形；

[0057] 步骤六：打开模具，上模部分上行，凸模从分体凹模内脱出，设备下顶杆顶着顶出

器上行，将成形完的零件从分体凹模内脱出，用夹紧钳将零件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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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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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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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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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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