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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由切割的板制造高尺寸稳

定的轴瓦的方法，其中通过深冲，可选使用至少

一个压紧装置(56)在第一模具(28，46)中预成型

轴瓦，其中第一模具(28，46)具有至少一个冲模

(48)、模具底(50)、模具支撑面(52)和边框区域，

并且其中预成型的轴瓦(30，60)紧接着在第二模

具(34，62)中，特别是在校准工具中最终成型。本

发明还涉及一种用于制造轴瓦的装置。本发明的

目的在于简化高尺寸稳定的轴瓦的制造。本发明

的目的通过考虑到预成形或者最终成型的轴瓦

的期望的最终形状，在深冲前以在规定公差范围

内正的尺寸误差切割板，将第一模具(28，46)的

模具底(50)相对于模具支撑面(52)移动，将板夹

紧在第一模具(28，46)的模具底(50)和冲模(48)

之间并且将板引入深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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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由切割的板制造高尺寸稳定的轴瓦的方法，其中通过深冲，使用至少一个压紧

装置(56)在第一模具(28，46)中预成型轴瓦，其中所述第一模具(28，46)具有至少一个冲模

(48)、至少一个模具底(50)、至少一个模具支撑面(52)和至少一个边框区域，并且其中

-将所述第一模具(28，46)的所述模具底(50)相对于所述模具支撑面(52)移动,

-将板(24，40，57)夹紧在所述第一模具(28，46)的所述模具底(50)和所述冲模(48)之

间,

-将板(24，40，57)引入深冲,

其特征在于，

通过考虑到预成形或者最终成型的轴瓦的期望的最终形状，在深冲前以规定公差范围

内正的尺寸误差切割板，并且其中，考虑到变形期间的材料流动将所述板(24，40，57)切割，

使得在变形后不需要切割边缘和/或边棱,其中，这样进行所述板的切割，使预成型的或者

最终成型的轴瓦正的尺寸误差往复地转移到原材料板上,在深冲前和中采用形状配合手段

将所述板可重复地定位，并且其中预成型的轴瓦(30，60)紧接着在第二模具(34，62)中最终

成型,其中，将至少一个压紧装置和模具支撑面间的垂直距离设置为板的实际厚度并且压

紧装置在深冲期间不会或者仅仅向板施加很小的力，以尽量避免板的拉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预成型的轴瓦(30，60)在所述第二模具

(62)中的校准冲模(64)中最终成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深冲前将所述第一模具(28，46)的所述

模具底(50)提高到所述模具支撑面(52)的边缘上。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夹紧在所述模具底(50)的

区域中而冲压所述板(24，40，57)。

5.根据权利要求1到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成型的轴瓦(30，60)具

有在最终成型中由校准冲模(64)在第二模具(34，62)中镦锻的剩余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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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高尺寸稳定的轴瓦的方法和制造轴瓦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由切割的板制造高尺寸稳定的轴瓦的方法，其中通过深冲，可选

使用至少一个压紧装置在第一模具中预成型轴瓦，其中第一模具具有至少一个冲模、模具

底、模具支撑面和边框区域，并且其中预成型的轴瓦紧接着在第二模具中，特别是在校准工

具中最终成型。本发明还涉及一种用于制造轴瓦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已知，通过板的深冲压造高尺寸稳定的轴瓦。

[0003] 例如在DE  102007059251A中已知，用两步方法制造高尺寸稳定的轴瓦。首先制造

在整个横截面上由于几何形状具有剩余材料的预成型的轴瓦。接着，预成型的轴瓦通过另

外的压制过程镦锻成其最终形状。以这种方式制造的轴瓦具有特别高的尺寸稳定性，因为

通过施加镦锻力叠加了轴瓦的回弹。

[0004] 然而这种制造方法的缺点在于，为了特别是在边框高度上具有期望的尺寸，预成

型的轴瓦通常必须进行另外的切割。为了优化工艺链，例如在DE  10  2011  050  001  A1中已

知，将最后的切割整合到深冲工艺中。为了制造无凸缘的拉伸件，根据该文件将轴瓦的凸缘

区域在模具支撑面的区域中切割。接着这样制造的预成形轴瓦通过设置在拉深凸模上的镦

锻凸缘在同样的工具中校准。然而这种方法依然具有缺陷，产生了作为边角料的剩余的板

材料并且切口整合到深冲模中会导致高的工具损耗。另外不足以确保板在深冲过程中不改

变其位置，不改变其位置之后产生了预成型的轴瓦的尺寸精确性，而尺寸精确性又取决于

在凸缘或边框区域中的切割。

[0005] EP2125263  B1建议，为了优化热轧钢的退火变形效率，在深冲模中通过深冲进行

零件的变形以及校准。为了在变形期间固定板，使其在冲模和能够平行于冲模的移动方向

移动的模具底之间夹紧并且在夹紧状态下进行深冲。接着通过另一个镦锻凸缘的驶入来冲

压该零件。这种方法同样具有用于制造深冲件工具复杂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6] 在上述现有技术基础上，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简化高尺寸稳定的轴瓦的制

造的方法和装置。

[0007]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个教导，该目的通过开始时提到的方法实现，即，考虑到预成形

或者最终成型的轴瓦的期望的最终形状，在深冲前以规定公差范围内正的尺寸误差切割

板，将第一模具的模具底相对于模具支撑面移动，将板夹紧在第一模具的模具底和冲模之

间并且将板引入深冲。深冲前，模具底可以例如和模具支撑面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在模具支

撑面上的板通过模具底的进一步驶入或者冲模的驶入在模具底和冲模间夹紧。可选择使板

之前能够在至少一个压紧装置和模具支撑面之间夹紧，这样板至少在板直到由冲模和模具

底夹紧的时间点能够防滑落地固定。另外可选择通过工具中的合适的固定和/或定心手段

将板定位到目标位置，直到由冲模和模具底夹紧。为了在压紧装置和模具支撑面之间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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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支撑面例如能够在压紧装置的方向上移动，然而也可以想到，至少一个压紧装置在模

具支撑面的方向上移动并在板上施加力。在紧接的深冲过程中，板根据本发明引入深冲。引

入的深冲过程在本发明的意义上理解为板的深冲，其中板在深冲期间夹紧在冲模和模具底

之间。换言之，模具底在深冲期间在板上相对于通过冲模施加的力而施加反压力。因而可以

在深冲前和/或期间向模具底施加可调控的力。优点在于，板在深冲期间不能够不受控制地

滑动，而是通过夹紧形状配合地和力配合地与模具底和冲模连接。通过考虑到预成形或者

最终成型的轴瓦的期望的最终形状，在深冲前以规定公差范围内正的尺寸误差切割板。通

过结合利用这样切割的板和引入的深冲过程能够制造已经准备边棱-和形状尺寸稳定性并

且特别具有限定的、能够省去轴瓦最后边缘切割的边框高度和/或凸缘宽度的预成型的轴

瓦。总之，用于制造高尺寸稳定性的轴瓦的工艺链得以缩短并且能够使用简单的工具。最后

高尺寸稳定性的轴瓦的制造工艺通过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得以优化和简化。通过根据本发明

的方法，可以制造具有凸缘的轴瓦以及无凸缘的轴瓦。

[0008]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有利的实施方式，在深冲前将第一模具的模具底提高到模具

支撑面的边缘上。板可以以有利的方式特别简单地在冲模和模具底之间夹紧。除此之外，可

以避免在冲模和模具底间的夹紧过程中，板例如由冲模的压力滑动或者在模具底的区域外

变形。

[0009] 可以以优选的方式在模具底区域中通过夹紧冲压述板，使得板呈模具底的形状。

如果模具底具有例如波浪形的结构，该结构通过冲压传递到板上。预成型通过底的形状具

有能够在后面的最终成型有利地利用的材料剩余。板可选择在深冲前通过在模具支撑面和

至少一个压紧装置之间的夹紧来冲压。边框区域和可选的凸缘区域得到由板的形状或者由

工具的预成型和构造导致的材料剩余。

[0010]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另一有利的实施方式，在深冲前和/或中采用形状和/或力配

合手段或者固定和/或定心手段将板防滑落地和/或可重复地定位。例如可以设想，在深冲

前板通过限制器、适配器、销钉、磁铁或者其他形状和/或力配合手段固定在其位置上。这种

固定优选发生在至少直到板在冲模和模具底之间夹紧的时间点。在深冲前通过板的重复精

确的定位和/或固定，可以确保深冲的板具有期望的最终尺寸，特别是边框高度和/或凸缘

宽度方面。在深冲期间，优选通过与模具底和冲模形状和力配合的连接来固定板，这样能够

避免在深冲过程中板的不受控制地滑动。

[0011] 另外有利的在于，当至少一个压紧装置在深冲期间通过调节其与至少对应于板的

实际厚度的模具支撑面的距离不会或者仅仅向板施加很小的力，这样尽量避免板的拉伸。

通过避免板在边框区域的拉伸可以确保，通过深冲过程预成型的轴瓦的尺寸仅发生很小的

材料波动例如边框区域的厚度。

[0012] 特别优选将至少一个压紧装置和模具支撑面间的垂直距离设置为板的实际厚度

并且压紧装置在深冲期间不会或者仅仅向板施加很小的力，以尽量避免板的拉伸。在这种

状态下，至少一个压紧装置限制了板的运动。板的实际厚度在本发明的意义上理解为板的

真正厚度。例如可以测量实际的板的厚度。除此还可设想，尽可能减少至少一个压紧装置和

模具支撑面间的距离，直到在压紧装置上由板施加反压力作用。除了通过至少一个压紧装

置在板上施加的力外，优点还在于，在深冲期间板在模具上，特别是在模具支撑面区域和边

框区域的摩擦保持恒定。这可以例如这样实现，以大体上恒定的速度进行深冲过程。除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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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方法以优选的方式始终对准与板的轧制方向同样的方向。由于材料在深冲期间取决

于板的轧制方向的行为，可以通过将板的轧制方向照样对齐于深冲的方向避免预成型的轴

瓦的尺寸不准确。

[0013]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特别优选的实施方式，在深冲前考虑到变形期间的材料流动

将板切割，使得在变形后不需要切割边缘和/或边棱。这样进行板的切割，特别是预成型的

或者最终成型的轴瓦正的尺寸误差往复地转移到原材料板上。考虑到材料流动的流动规

律，可以确定在深冲后提供边棱和形状稳定的轴瓦的板的外形，轴瓦可以不需要最后的边

缘和/或边棱切割或者可以通过镦锻得到所需尺寸。通过额外考虑材料流动，板的这样确定

的裁切可能与由权利要求1限定的裁切有偏差。考虑到深冲期间的材料流动，也可以在原材

料板中设置预成型的轴瓦的冲孔。通过最后不切割轴瓦的边缘和/或边棱因而不产生材料

边角料，可以简化高尺寸稳定的轴瓦的生产过程并且提高效率。

[0014] 此外，在可选的至少一个压紧装置和/或在第一模具上设置切割边，通过切割边最

后切割预成型的轴瓦。切割边可选择设置在冲模区域中。优选在深冲后在边框和/或凸缘区

域中切割轴瓦。

[0015]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之前所述的实施方式制造预成型的轴瓦具有轴瓦的完全成

型的外形。只要设置凸缘区域，就具有设置的宽度。

[0016] 假如没有设置凸缘，在深冲过程末尾，凸缘材料在边缘区域中流动并且成为其组

成部分，这样最后轴瓦具有限定的边框高度而不具有凸缘。

[0017] 根据本发明之前所述的深冲过程之一制造的预成型的轴瓦在第二模具中最终成

型。轴瓦的最终成型在本发明中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用于制造特别高的尺寸稳定的轴瓦的校

正。最终成型过程优选占总工艺链的10-20％。特别有利的是，当轴瓦通过为其设置的工具

由第一模具转移到第二模具。通过轴瓦的校正，可以排除尚存的尺寸不准确。

[0018] 预成形的轴瓦优选具有在最终成型中由校准冲模在第二模具中镦锻的剩余的材

料。可以设想，材料剩余通过引入结构，例如波浪形在轴瓦的底部区域中，或者在粘附凸缘

的部件上同样在凸缘区域，优选在所有水平区域中准备。引入在深冲部件中导致材料剩余

的准备的其他结构，同样适合于上述方法。可选择或者额外的设想，通过引入相应的结构在

边框区域中准备材料剩余。通过预成型的轴瓦的延长的边缘和/或凸缘区域来准备材料剩

余同样适合。该材料剩余优选在校正期间镦锻。通过施加的镦锻补偿了轴瓦的回弹，这样在

轴瓦从第二模具中取出后能够有效避免材料的回弹。最后能够保证制造的轴瓦的特别高的

尺寸稳定。

[0019] 可以设想，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在室温下在冷成型的框架内实施。此外，还可以在热

或半热成型的框架内实施根据本发明的方法。这里将板加热到成型温度。

[0020]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特别适用于制造由钢或者钢合金制成的轴瓦。因而在优选的实

施方式中，用于制造预成型的轴瓦的板由钢或者钢合金制成。

[0021]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个教导，开头提到的目的通过一个具有至少一个用于制造预成

型的轴瓦的第一模具的装置由此实现，其中第一模具具有至少一个冲模、模具底、模具支撑

面和边框区域，可选择设置至少一个压紧装置，模具底能够相对于模具支撑面移动，使得能

够在冲模和模具底间夹紧板。模具底以有利的方式提高到模具支撑面的平面上，这样板在

模具底和冲模间能够特别容易夹紧。此外优点还在于，当板能够这样在模具底和冲模间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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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同时将其冲压，得到了模具底的形状。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例如用于在轴瓦的底部区域中

准备材料储备的结构。进而可以将夹紧状态下的板引入深冲。这里装置优选设置在压力机

中。

[0022] 根据本发明的模具的优选的实施方式，模具支撑面和可选的至少一个压紧装置设

置为能够互相移动。位于模具支撑面的板可通过至少一个压紧装置和/或模具支撑面的驶

入在深冲前在模具支撑面区域中夹紧，例如用于位置固定。优选可以这样夹紧板，即同时冲

压并且得到模具支撑面的形状。

[0023] 另外优点还在于，当设置形状和/或力配合手段或者固定和/或定心手段时，通过

这种设置使得板在深冲前和/或中能够防滑落地和/或可重复地定位。例如可以设置限制

器、适配器、销钉、磁铁或者其他形状和/或力配合手段。优选在深冲期间板通过在冲模和模

具底间的夹紧防滑落地固定在其位置上。通过板的精确和可重复的位置固定，可以保证预

成型的轴瓦的尺寸稳定。

[0024] 根据本发明的装置的另一实施方式，在可选的至少一个压紧装置上和/或第一模

具上或者可选择在冲模区域中设置切割边，通过该设置，能够最后切割预成型的轴瓦。同样

也可以以有利的方式在深冲过程后，对预成型的轴瓦的边框高度和/或凸缘宽度产生影响。

[0025] 此外优点还在于，模具底和/或凸缘区域或者深冲工具中的水平区域具有适合于

准备预成型的轴瓦的材料剩余的形状。如果板在冲模和模具底之间这样夹紧，即，同时对其

冲压并由此得到模具底的形状，这样特别简单地在轴瓦的底部得到用于准备材料剩余的结

构。例如波浪形状是合适的。此外还可以设想其他结构。

[0026] 根据本发明的装置的另一优选的实施方式，设置至少一个第二模具用于最终成型

和/或校准预成形的轴瓦，可选择具有用于将轴瓦从第一模具传输到所述第二模具中的工

具。

附图说明

[0027] 接下来借助实施例连同附图详细阐述本发明。附图中示出了：

[0028] 附图1以示意图示出了根据现有技术的制造高尺寸稳定的无凸缘的轴瓦的方法，

[0029] 附图2以示意图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制造无凸缘的轴瓦的方法的第一实施例，

[0030] 附图3a-d示出了测量板尺寸的方法的第一实施例，

[0031] 附图4a-c示出了用于制造预成型的轴瓦的根据本发明的深冲过程的第一实施例

和根据本发明的装置的第一模具的第一实施例，

[0032] 附图5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最终形状的第一实施例和根据本发明的装置的第二模

具的第一实施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附图1示出了根据现有技术的制造高尺寸稳定的轴瓦的方法。第一步2中，板4在第

一模具6中深冲。在深冲过程2后，这样制造的轴瓦8具有降低了预成型的轴瓦8的尺寸稳定

的尖端10。下一步12中，通过切割轴瓦8去除尖端10。该过程要么可以在另一个模具中进行

要么整合在第一深冲过程2中。最后的切割12后，无凸缘的轴瓦14的边框区域具有期望的目

标高度。由于深冲过程2，轴瓦14具有可以在后面的最终成型16中通过校准工具18去除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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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不准确。最后以这种方式制造高尺寸稳定的轴瓦20。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由于切割12延

长了制造高尺寸稳定的轴瓦20的工艺链并且一旦切割整合到深冲过程中，为了制造工艺需

要复杂的工具。除此以外产生了材料边角料，从而降低了制造方法的效率。

[0034] 附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制造无凸缘的轴瓦的方法的第一实施例。第一步中，所

示实施例中的板24通过考虑到预成形或者最终成型的轴瓦的期望的最终形状，在深冲前以

规定公差范围内正的尺寸误差这样切割板，即不再需要在制造方法的进行中进行边缘和/

或边棱切割。然而可选择这种切割。切割的板在第二步26中通过第一模具28引入深冲。有关

引入的深冲过程的阐述参见附图4b的说明。深冲过程26后，预成型的轴瓦30具有特别是边

框高度方面的限定的尺寸。随后的最终成型32中，在第二模具34中校正预成型的轴瓦30。特

别有利的是，预成型的轴瓦30通过传送工具转移到第二模具34中。用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特

别简单和高效地制造高尺寸稳定的轴瓦36。

[0035] 附图3a到d示出了深冲前测量板尺寸的方法的第一实施例。在附图3a中示出的第

一步骤中，考虑到材料流动，深冲的轴瓦38假设由圆板40制造。该假设中深冲的轴瓦38具有

不期望的尖端42。如附图3b所示，在假设的深冲的轴瓦38基础上确定不期望的区域42的面

积。下一步中，不期望的区域42的面积通过重新计算转换到原材料板40上，由此最后确定待

去除的区域42的面积。附图3c示出了原材料板40以及待去除的区域42。将以这种方式修正

的板44深冲成特别具有限定的边框高度尺寸的无凸缘的轴瓦45。附图3d示出了由切割的板

44深冲的轴瓦45的模型。

[0036] 附图4a到c示出了用于制造预成型的轴瓦的根据本发明的深冲过程的第一实施例

和根据本发明的装置的第一模具的第一实施例。附图4a示出了第一模具46，其具有冲模48、

模具底50、模具支撑面52和边框区域54，还示出了压紧装置56和切割的板57。除此以外，模

具46具有一方面将压紧装置56保持与至少符合板厚度的模具支撑面52的距离，另一方面防

止板57在模具支撑面52上滑动的适配器58。通过适配器58板57可以防滑落地和可重复地在

模具46中定位。

[0037] 模具底50可以相对于模具支撑面52移动。在附图4a示出的位置上，模具底50提高

并超出模具支撑面52的边缘。此外，冲模48下沉使板57在冲模48和模具底50间夹紧。模具底

50具有适合于准备预成型的轴瓦的材料剩余的形状。这里模具底50具有波浪的形状。在示

出的实施例中，将板57这样在冲模48和模具底50间夹紧，即同时将其冲压并得到模具底50

的形状。模具底的结构可以这样传递给预成型的轴瓦的底部区域，从而轴瓦在底部区域具

有在最终成型期间有利使用的剩余材料。

[0038] 附图4b示出了板57的引入深冲过程。示意图示出了，将夹紧状态下的板57深冲。后

来在深冲过程中板57除了受到冲模48的压力，还受到模具底50的反压力。在深冲期间以有

利的方式设置压紧装置56的距离为板厚度。总之由此在深冲期间尽量避免板57的拉伸。在

用于制造无凸缘的轴瓦的深冲过程期间，板57的凸缘区域也流入边缘。

[0039] 附图4c示出了下方盲点中的深冲过程。板57完全成型为轴瓦60。在附图4c中示出

的轴瓦60不仅在结构的底部区域还通过延长的边框区域具有剩余的材料。由于没有拉伸，

在深冲期间这样制造的轴瓦60在从模具46取出时发生回弹。

[0040] 因此如附图5所示，优选在第二模具62中用校准冲模64校准预成型的轴瓦60。在所

示出的实施例中，将预成型的轴瓦60的剩余材料镦锻，由此能够最后制造高尺寸稳定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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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从校准模具62中取出时该轴瓦不具有回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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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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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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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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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

图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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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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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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