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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普通及全景天窗顶盖共

线的制造工艺，该工艺是普通天窗与全景天窗顶

盖共用模具，并且共线生产；天窗部分采用修翻

一体模具设计结构，实现修边整形一序成型；采

取的措施是：产品优化：增加镶块强度，通过产品

优化保证凸凹模镶块厚度不小于8mm。提升模具

材质：淬火工艺为Cr12MoV整体淬火。翻边凸凹模

与修边凹模相互反侧，消除内应力。具体工艺是：

拉延→修翻天窗口→四周整形→天窗口侧翻整

冲孔或天窗口修翻冲孔，拉延时模具共用。本发

明的普通天窗与全景天窗顶盖共用模具，并且共

线生产；模具缩减为4序，模具开发、维护成本低，

并且由于两种天窗顶盖模具共用，缩短了模具转

换时间，提升了自动化生产线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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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普通及全景天窗顶盖共线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是：

普通天窗与全景天窗顶盖共用模具，并且共线生产；

第一工序：天窗部分采用修翻一体模具设计结构，实现修边整形一序成型，但是由于修

翻镶块强度较差，同时还需克服翻边侧向力，易拉毛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采取以下措施：

(1)产品优化：增加镶块强度，通过产品优化保证凸凹模镶块厚度不小于8mm；

(2)提升模具材质：淬火工艺改进及增加模具备件，淬火工艺为Cr12MoV整体淬火；

(3)翻边凸凹模与修边凹模相互反侧，消除内应力；

第二工序：普通天窗顶盖：对天窗口区域进行修整，全景天窗时仅对四周进行整形，天

窗口区域进行机构切换，相当于生产无天窗板顶盖；

第三工序：普通天窗顶盖：对天窗口区域进行翻整，成型出最终产品形状，此工序全景

天窗顶盖无工作内容；

第四工序：全景天窗顶盖：对天窗口区域进行修翻，成型出最终产品，此序普通天窗顶

盖不需工作内容；

拉延→修翻天窗口→四周整形→天窗口侧翻整冲孔或天窗口修翻冲孔，

拉延时模具共用，修翻天窗口仅用于普通天窗，生产全景天窗时切换为无天窗，四周整

形时共用，天窗口侧翻整冲孔仅用于普通天窗，天窗口修翻冲孔仅用于全景天窗；

生产不同顶盖时，第三序模具仍需要开出切换；

普通天窗顶盖第三序安装在第三台压机，全景天窗第三序安装在第四台压机，生产普

通天窗时，第四台压机设置为不动，顶件吸盘升起，相当于空工位支架，生产全景天窗时，第

三台压机设置为不动，相当于空工位；

第四台压机向外抓件时，同时需要抓取大天窗口废料至生产线线尾，共设置10个吸盘，

其中的第一吸盘(7.1)和第二吸盘(7.2)，在生产普通天窗时，无制件可吸附，处于漏气状

态，制件无法拾起，为此，在第一吸盘(7.1)和第二吸盘(7.2)的气路上增加节流阀，生产普

通天窗版顶盖时对第一吸盘(7.1)和第二吸盘(7.2)进行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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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普通及全景天窗顶盖共线的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汽车行业冷冲压加工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普通天窗与全景天窗

顶盖共用模具，并且共线生产的方式。

背景技术

[0002] 顶盖外板作为汽车外覆盖件，成型质量直接影响整车外观质量、装配质量，随着人

们对汽车配置多样化需求的增加，同一款车型，需要同时生产普通天窗及全景天窗顶盖。

[0003] 图1为普通天窗版顶盖零件图，此顶盖为三厢车形式，前、后部造型相对简单，但天

窗口区域形状较复杂，传统成型工艺需要四道工序完成。

[0004] 图2为普通天窗版顶盖，天窗口区域详细放大图，图2中，2.1为天窗口前部，存在负

角内凹造型，2.2为天窗口左右侧部位，存在向内负角翻整面，2.3为天窗口后沿部位，向内

翻边造型，天窗口周圈均存在负角翻整造型，成型工艺为拉延→修边→翻边→侧翻整。

[0005] 顶盖外板四周圆角处，由于圆角小，无法通过拉延一步到位，需要做过拉延处理，

由此传统工艺全工序完整方案，如图3所示，为拉延→天窗口修边四周整形→天窗口直翻边

四周修边→天窗口侧翻整冲孔。

[0006] 图4为全景天窗版顶盖零件图，4.1为天窗口区域造型，相对于普通天窗版顶盖较

简单，不存在负角翻整造型，传统工艺可通过三序完成，工艺方案如图5所示为拉延→天窗

口修边四周整形→天窗口直翻边冲孔。

[0007] 按照传统工艺方案，普通天窗及全景天窗顶盖，共需7套模具，模具开发、维护成本

高，并且由于两种天窗顶盖单独开发模具，生产时只能按照两个品种制件，单独进行更换模

具生产，增加模具转换时间，影响自动化生产线的产能提升。成本高、效率低，影响产品竞争

力。

发明内容

[0008] 现有技术针对有天窗和无天窗顶盖可以做到共用，因无天窗顶盖，不涉及天窗区

域搭接关系，A面补偿以有天窗板顶盖为主即可，实际上不需考虑补偿量不一致问题。

[0009] 全景天窗与普通天窗拉延共用需解决A面补偿及天窗匹配问题，由于两种制件的A

面天窗回弹补偿、重心、匹配关系完全不同，通过对匹配关系及制件质量进行大量模拟分

析，增加重点控制线，模拟分析找出大小天窗回弹补偿量，最终实现拉延模具共用。

[0010] 一种普通及全景天窗顶盖共线的制造工艺，该工艺是：

[0011] 普通天窗与全景天窗顶盖共用模具，并且共线生产；

[0012] 第一工序：天窗部分采用修翻一体模具设计结构，实现修边整形一序成型，但是由

于修翻镶块强度较差，同时还需克服翻边侧向力，易拉毛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采取以

下措施：

[0013] (1)产品优化：增加镶块强度，通过产品优化保证凸凹模镶块厚度不小于8mm。

[0014] (2)提升模具材质：淬火工艺改进及增加模具备件，淬火工艺为Cr12MoV整体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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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原铸态7CrSiMnMoV表面淬火优化为Cr12MoV整体淬火。

[0015] (3)翻边凸凹模与修边凹模相互反侧，消除内应力。

[0016] 第二工序：普通天窗顶盖：对天窗口区域进行修整，全景天窗时仅对四周进行整

形，天窗口区域进行机构切换(本切换属于现有技术)，相当于生产无天窗板顶盖。

[0017] 第三工序：普通天窗顶盖：对天窗口区域进行翻整，成型出最终产品形状，此工序

全景天窗顶盖无工作内容。

[0018] 第四工序：全景天窗顶盖：对天窗口区域进行修翻，成型出最终产品，此序普通天

窗顶盖不需工作内容。

[0019] 如图6所示，拉延→修翻天窗口→四周整形→天窗口侧翻整冲孔或天窗口修翻冲

孔，

[0020] 拉延时模具共用，修翻天窗口仅用于普通天窗，生产全景天窗时切换为无天窗，四

周整形时模具共用，天窗口侧翻整冲孔仅用于普通天窗，天窗口修翻冲孔仅用于全景天窗；

[0021] 以上方案实现了模具缩减为4序，但生产不同顶盖时，第三序模具仍需要开出切

换。

[0022] 普通天窗顶盖第三序安装在第三台压机，全景天窗第三序安装在第四台压机，生

产普通天窗时，第四台压机设置为不动，顶件吸盘升起，相当于空工位支架，生产全景天窗

时，第三台压机设置为不动，相当于空工位。

[0023] 第四台压机向外抓件时，同时需要抓取大天窗口废料至生产线线尾，共设置10个

吸盘，如图7所示，其中的第一吸盘7.1和第二吸盘7.2，在生产普通天窗时，无制件可吸附，

处于漏气状态，制件无法拾起，为此，在第一吸盘7.1和第二吸盘7.2的气路上增加节流阀，

生产普通天窗版顶盖时对第一吸盘7.1和第二吸盘7.2进行锁紧。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普通天窗与全景天窗顶盖共用模具，并且共线生产；模具缩减为4序，模具开发、维

护成本低，并且由于两种天窗顶盖模具共用，缩短了模具转换时间，提升了自动化生产线的

产能。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普通天窗版顶盖零件图。

[0027] 图2为普通天窗版顶盖，天窗口区域详细放大图。

[0028] 图3为普通天窗版顶盖的传统工艺示意图。

[0029] 图4为全景天窗版顶盖零件图。

[0030] 图5为全景天窗版顶盖传统工艺示意图。

[0031] 图6为普通及全景天窗共用的工艺示意图。

[0032] 图7为第四台压机抓件的第一吸盘和第二吸盘布置图。

[0033] 图8为本发明拉延共用补偿线图。

[0034] 图9为本发明的修翻一体模具结构图。

[0035] 图10为普通天窗版顶盖天窗区域产品优化图。

[0036] 图11为翻边凸凹模与修边凹模反侧示意图。

[0037] 图12为刮件和取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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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顶盖外板传统补偿方案为单线补偿，为兼顾普通及全景天窗顶盖实现拉延序共

用，采用六条控制线补偿，如图8所示，其中8.1为小天窗，8.2为大天窗，8.3为控制线。

[0039] 通过模具结构研究分析，天窗部分采用修翻一体模具设计结构，如图5所示。实现

修边整形一序成型，克服模具强度弱、翻边侧向力、易拉毛、废料收集困难、废料攒动、取件

困难的问题。模具结构如图9所示。

[0040] 产品优化：增加镶块强度，通过产品优化保证凸凹模镶块厚度不小于8mm，如图10

所示；

[0041] 拉毛问题解决方案：提升模具材质，淬火工艺改进及增加模具备件，由原铸态

7CrSiMnMoV表面淬火优化为Cr12MoV整体淬火。抗拉毛效果，可连续生产批量数提升5倍。

[0042] 翻边凸凹模与修边凹模反侧，翻边侧向力F1，反作用力N1，如图11所示。

[0043] 采用第一吸盘7.1和第二吸盘7.2抓取废料的方式实现天窗废料回收，真空吸盘防

止废料攒动，刮料器及退料板解决取件困难问题，如图12所示；

[0044] 普通天窗完成工序件在大天窗翻整模具中放入时存在型面干涉，需要对顶件行程

进行修改。全序调试时，根据需要使用三折大行程吸盘吸附大天窗废料，由于大小天窗开口

位置不同需要节流一对吸盘保证拾取小天窗完成工序件正常。生产大天窗制件时，打开单

向节流阀；生产小天窗制件时，关闭单向节流阀。第一吸盘7.1和第二吸盘7.2的布置如图7

所示，关闭的两处节流阀为图7的7.1、7.2。根据新搭建的通用端拾器工作位置，优化工序件

拾取和放下的高度，来满足连线生产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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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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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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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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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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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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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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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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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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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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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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