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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冷镦生产工艺，其

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下料；整形；挤杆镦球；挤

压套管成型；沉孔；挤压细管套成型；挤压通孔。

本发明集中使用了强拉伸、预镦球、挤压穿孔等

多种技术，而形成了这个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在

多工位冷镦机上加工的完整加工工艺。此成型工

艺的发明，使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的生产可以：

1、大批量高效生产，达到一秒钟一只产品；2、节

约50％以上的原材料；3、提高精度，尤其是粗细

不同两部分的同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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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冷镦生产工艺，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下料：制作圆柱形坯料(1)；

步骤2)整形：将圆柱形坯料(1)通过第一冷镦模具挤压出圆角(2)；

步骤3)挤杆镦球：将带圆角(2)的圆柱形坯料(1)放入第二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挤压

出直径较细的连杆(3)，和直径较大的镦球形肩部(4)，两端分别用冲棒挤压出头部内腔孔

(9)和尾部内腔孔(5)；出头部内腔孔(9)自内而外包括中心内腔孔(90)、梯形台阶孔(91)和

杯口台阶孔(92)；

步骤4)挤压套管成型：将步骤3得到的工件放入第三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将镦球形肩

部(4)挤压变形成圆柱形肩部(11)；将杯口台阶孔(92)挤压变形成杯形管套(6)；

步骤5)沉孔：将步骤4得到工件放入第四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用冲棒增加尾部内腔孔

(5)的深度；

步骤6)挤压细管套成型：将步骤5得到工件放入第五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将直径较细

的连杆(3)挤压成中空管套，只剩下中间一小段没有贯通；

步骤7)挤压通孔：将步骤6得到工件放入第六冷镦模具中进行穿孔，打通细管套，没有

贯通的部分(7)变为废料排出，获得冲孔后的贯通腔(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冷镦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至步骤7)中包括将挤压作用产生的多余的挤出料冲孔去除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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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冷镦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加工技术领域，是一种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发明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如图1、图2，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现广泛应用于汽车、摩托车行业的制动系统管路

中的液压软管接头中。

[0003] 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生产，现在主要为两种加工方式：

[0004] 一、机械加工，由原金属原材料完全切削加工成形产品(见图1)。

[0005] 二、半冷镦半切削加工工艺，用线材经多工位冷镦机冷镦成半成品(见图2)，而后

进行切削加工成成型产品。

[0006] 这两种加工为现在广泛采用的加工方法，但是都有着机加工工时费高，材料浪费

多，精度不高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发明生产工艺，本发明的生产工

艺完全是采用了几种多工位冷镦成型技术的集中使用的创造性发明，完全实现了这种通孔

长柄套金属零件的无切削加工。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冷镦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1)下料：制作圆柱形坯料；

[0011] 步骤2)整形：将圆柱形坯料通过第一冷镦模具挤压出圆角；

[0012] 步骤3)挤杆镦球：将带圆角的圆柱形坯料放入第二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挤压出

直径较细的连杆，和直径较大的镦球形肩部，两端分别用冲棒挤压出头部内腔孔和尾部内

腔孔；出头部内腔孔自内而外包括中心内腔孔、梯形台阶孔和杯口台阶孔；

[0013] 步骤4)挤压套管成型：将步骤3得到的工件放入第三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将镦球

形肩部挤压变形成圆柱形肩部；将杯口台阶孔挤压变形成杯形管套；

[0014] 步骤5)沉孔：将步骤3得到的工件放入第四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用冲棒增加尾部

内腔孔的深度；

[0015] 步骤6)挤压细管套成型：将步骤5得到工件放入第五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将直径

较细的连杆挤压成中空管套，只剩下中间一小段没有贯通；

[0016] 步骤7)挤压通孔：将步骤6得到工件放入第六冷镦模具中进行穿孔，打通细管套，

没有贯通的部分变为废料排出，获得冲孔后的贯通腔。

[0017] 所述步骤1)至步骤7)中包括将挤压作用产生的多余的挤出料冲孔去除的工序。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的生产工艺，整个过程是用多工位金属冷镦变形成型技术设计，运用了冷

镦技术中的最高成型技术手段，确定了这种金属零件金属流体变型的一整套正确的生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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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方式和完成尺寸。

[0020] 其中完成的超级挤压穿孔技术，是普通机加工工艺不可能实现的。机加工的挤压

穿孔的极限是孔径比不超过4倍，本发明工艺中孔径比达到12-14倍。并且实现了这种金属

零件在多工位冷镦机上连续生产加工的工艺。

[0021] 本发明的冷镦生产工艺，使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的生产可以：

[0022] 1、大批量高效生产，达到一秒钟一只产品；

[0023] 2、节约50％以上的原材料；

[0024] 3、提高精度，现有的机械加工的精度在正负0.2mm左右，采用本发明的冷镦生产工

艺加工精度可以在0.05mm之内，精度提高4倍。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现有技术的采用机械加工的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的加工示意图。

[0026] 图2是现有技术的采用半冷镦半切削加工的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的加工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的圆柱形坯料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的圆柱形坯料的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的经过第二冷镦模具加工后的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的经过第三冷镦模具加工后的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的经过第四冷镦模具加工后的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8是本发明的经过第五冷镦模具加工后的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9是本发明的经过第六冷镦模具加工后的工件和冲孔的废料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1为圆柱形坯料、2为圆角、3为连杆、4为镦球形肩部、5为尾部内腔孔、6为杯

形管套、7为没有贯通的部分、8为冲孔后的贯通腔、9为头部内腔孔、10为尾部内腔孔、11为

圆柱形肩部、90中心内腔孔、91为梯形台阶孔、92为杯口台阶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6] 如图3至图9，一种通孔长柄套金属零件冷镦生产工艺，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0037] 步骤1下料：制作圆柱形坯料1；

[0038] 图3是本发明的圆柱形坯料的结构示意图。

[0039] 步骤2整形：将圆柱形坯料1通过第一冷镦模具挤压出圆角2；

[0040] 图4是本发明的圆柱形坯料的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41] 步骤3挤杆镦球：将带圆角2的圆柱形坯料1放入第二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挤压出

直径较细的连杆3，和直径较大的镦球形肩部4，两端分别用冲棒挤压出头部内腔孔9和尾部

内腔孔5；出头部内腔孔9自内而外包括中心内腔孔90、梯形台阶孔91和杯口台阶孔92；

[0042] 图5是本发明的经过第二冷镦模具加工后的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3] 步骤4挤压套管成型：将步骤3得到的工件放入第三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将镦球

形肩部4挤压变形成圆柱形肩部11；将杯口台阶孔92挤压变形成杯形管套6；

[0044] 图6是本发明的经过第三冷镦模具加工后的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5] 步骤5沉孔：将步骤3得到的工件放入第四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用冲棒增加尾部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06903251 B

4



内腔孔5的深度；

[0046] 图7是本发明的经过第四冷镦模具加工后的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7] 步骤6挤压细管套成型：将步骤5得到工件放入第五冷镦模具中进行挤压，将直径

较细的连杆3挤压成中空管套，只剩下中间一小段没有贯通；

[0048] 图8是本发明的经过第五冷镦模具加工后的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9] 步骤7挤压通孔：将步骤6得到工件放入第六冷镦模具中进行穿孔，打通细管套，没

有贯通的部分7变为废料排出，获得冲孔后的贯通腔8；

[0050] 图9是本发明的经过第六冷镦模具加工后的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51] 上述步骤中，也包括挤压作用产生的多余的挤出料打磨去除的工序。

[0052]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构

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构思前提下，本领域中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

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6903251 B

5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6

CN 106903251 B

6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7

CN 106903251 B

7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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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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