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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件的模具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

件的模具，该模具包括下模座及上模座，下模座

与上模座之间沿料带移动方向依次设有前切边

冲孔单元、拉延单元、后切边冲孔单元、翻边整形

单元及冲孔分离单元，冲孔分离单元包括沿料带

移动方向依次设置的第一冲孔分离机构及第二

冲孔分离机构。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将拉延、

切边冲孔、翻边整形及冲孔分离4个工序组合在

一起，每次冲压均可同时进行4个工序，省去了3

副模具，减少了3个冲次，节省了机床和人员，降

低了生产成本和维修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且

上压料器使用上顶杆结构，压料效果好，便于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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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件的模具，该模具包括下模座（1）及上模座（2），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下模座（1）与上模座（2）之间沿料带移动方向依次设有前切边冲孔单元、拉

延单元、后切边冲孔单元、翻边整形单元及冲孔分离单元，所述的冲孔分离单元包括沿料带

移动方向依次设置的第一冲孔分离机构及第二冲孔分离机构；

所述的前切边冲孔单元包括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的前切边冲孔凸模（31）以及设置

在上模座（2）下表面且与前切边冲孔凸模（31）相适配的前切边冲孔凹模（32）；

所述的拉延单元包括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的拉延凸模（41）以及设置在上模座（2）

下表面且与拉延凸模（41）相适配的拉延凹模（42）；

所述的后切边冲孔单元包括设置在上模座（2）下表面的后切边冲孔凸模（51）以及设置

在下模座（1）上表面且与后切边冲孔凸模（51）相适配的后切边冲孔凹模（52）；

所述的翻边整形单元包括沿料带移动方向依次设置在上模座（2）下表面的第一翻边整

形凸模（61）、第二翻边整形凸模（71）以及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且分别与第一翻边整形

凸模（61）、第二翻边整形凸模（71）相适配的第一翻边整形凹模（62）、第二翻边整形凹模

（72）；

所述的第一冲孔分离机构包括设置在上模座（2）下表面的第一冲孔分离凸模（81）以及

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且与第一冲孔分离凸模（81）相适配的第一冲孔分离凹模（82）；

所述的第二冲孔分离机构包括设置在上模座（2）下表面的第二冲孔分离凸模（91）以及

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且与第二冲孔分离凸模（91）相适配的第二冲孔分离凹模（92）；

所述的第一冲孔分离凸模（81）及第二冲孔分离凸模（91）均为侧冲孔分离凸模；

所述的上模座（2）的下部设有上压料器（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件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上压料器（11）与上模座（2）之间设有上顶杆（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件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模具上还设有传感器（12）。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391858 B

2



一种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件的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汽车零部件生产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件的模

具。

背景技术

[0002] 前座椅支撑板总成作为汽车车身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质量的稳定性对于汽车安

全性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之前此类模具分为4个工序，依次为拉延、切边冲孔、翻边整形及

冲孔分离，生产时要四个冲次，需要大量的操作人员，生产效率不高，零件质量不够稳定。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103182445B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布了一种汽车后围板零件模具，包

括下模和上模，所述的下模包括下模座、下模芯和顶料器，所述的下模芯和顶料器设置在下

模座上，所述的下模芯上依次设置修边冲孔凸模、翻边整形凸模和侧冲凸模；所述的上模包

括上模座、上模芯、上模镶块、上模压料器和上顶杆，所述的上模芯设置在上模座下方，所述

的上模芯上依次设置修边冲孔凹模、翻边整形凹模和侧冲凹模，所述的上顶杆设置在上模

座的上方。上述专利公布的技术方案将修边冲孔、翻边整形、侧冲3个动作组合在一起，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汽车后围板零件的生产效率，但该模具不具有拉延、冲孔分离等功能，无法

用于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件等的生产加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维修方便、生产

成本低的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件的模具。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件的模具，该模具包括下模座及上模座，所述的下

模座与上模座之间沿料带移动方向依次设有前切边冲孔单元、拉延单元、后切边冲孔单元、

翻边整形单元及冲孔分离单元，所述的冲孔分离单元包括沿料带移动方向依次设置的第一

冲孔分离机构及第二冲孔分离机构。

[0007] 所述的前切边冲孔单元包括设置在下模座上表面的前切边冲孔凸模以及设置在

上模座下表面且与前切边冲孔凸模相适配的前切边冲孔凹模；

[0008] 所述的拉延单元包括设置在下模座上表面的拉延凸模以及设置在上模座下表面

且与拉延凸模相适配的拉延凹模；

[0009] 所述的后切边冲孔单元包括设置在上模座下表面的后切边冲孔凸模以及设置在

下模座上表面且与后切边冲孔凸模相适配的后切边冲孔凹模；

[0010] 所述的翻边整形单元包括沿料带移动方向依次设置在上模座下表面的第一翻边

整形凸模、第二翻边整形凸模以及设置在下模座上表面且分别与第一翻边整形凸模、第二

翻边整形凸模相适配的第一翻边整形凹模、第二翻边整形凹模；

[0011] 所述的第一冲孔分离机构包括设置在上模座下表面的第一冲孔分离凸模以及设

置在下模座上表面且与第一冲孔分离凸模相适配的第一冲孔分离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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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的第二冲孔分离机构包括设置在上模座下表面的第二冲孔分离凸模以及设

置在下模座上表面且与第二冲孔分离凸模相适配的第二冲孔分离凹模。

[0013] 所述的第一冲孔分离凸模及第二冲孔分离凸模均为侧冲孔分离凸模。

[0014] 所述的上模座的下部设有上压料器。

[0015] 所述的上压料器与上模座之间设有上顶杆。

[0016] 所述的模具上还设有传感器。

[0017] 前切边冲孔单元能够对料带进行预处理，将零件上难以加工的部分提前加工好，

便于后续过程的进行。

[0018] 在零件进行翻边整形时，一次翻边整形后零件的翻边容易回探，故增加一次翻边

整形，满足工艺的要求。

[0019] 2个冲孔分离机构使模具分两次将零件进行冲孔分离，保证冲孔分离的精确度和

稳定性。

[0020] 本发明工作时，当压机用额定的压力压下时，上压料器将料带压紧，然后由5个工

作单元分别对相应工位上的零件做拉延、切边冲孔、翻边整形或冲孔分离动作，一个冲压动

作走完，压机升起，传感器检测到上模座与下模座分离后，反馈至自动送料装置，自动送料

装置将料带上的零件传送至下一个工位。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特点：

[0022] 1)本发明将拉延、切边冲孔、翻边整形及冲孔分离4个工序组合在一起，每次冲压

均可同时进行4个工序，省去了3副模具，减少了3个冲次，节省了机床和人员，降低了生产成

本和维修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0023] 2)上压料器使用上顶杆结构，压料效果好，且方便维修，不需要每次生产前检查或

更换压料动力源，节省了弹簧或氮气弹簧维修以及定期更换的费用；

[0024] 3)结构工艺性好，保证了零件生产的精确度及稳定性，安全可靠。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标记说明：

[0028] 1—下模座、2—上模座、31—前切边冲孔凸模、32—前切边冲孔凹模、41—拉延凸

模、42—拉延凹模、51—后切边冲孔凸模、52—后切边冲孔凹模、61—第一翻边整形凸模、

62—第一翻边整形凹模、71—第二翻边整形凸模、72—第二翻边整形凹模、81—第一冲孔分

离凸模、82—第一冲孔分离凹模、91—第二冲孔分离凸模、92—第二冲孔分离凹模、10—上

顶杆、11—上压料器、12—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发明技术方案

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

下述的实施例。

[0030] 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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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如图1-2所示的一种汽车前座椅支撑板总成零件的模具，该模具包括下模座1及上

模座2，下模座1与上模座2之间沿料带移动方向依次设有前切边冲孔单元、拉延单元、后切

边冲孔单元、翻边整形单元及冲孔分离单元，冲孔分离单元包括沿料带移动方向依次设置

的第一冲孔分离机构及第二冲孔分离机构。前切边冲孔单元包括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的

前切边冲孔凸模31以及设置在上模座2下表面且与前切边冲孔凸模31相适配的前切边冲孔

凹模32；拉延单元包括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的拉延凸模41以及设置在上模座2下表面且与

拉延凸模41相适配的拉延凹模42；后切边冲孔单元包括设置在上模座2下表面的后切边冲

孔凸模51以及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且与后切边冲孔凸模51相适配的后切边冲孔凹模52；

翻边整形单元包括沿料带移动方向依次设置在上模座2下表面的第一翻边整形凸模61、第

二翻边整形凸模71以及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且分别与第一翻边整形凸模61、第二翻边整

形凸模71相适配的第一翻边整形凹模62、第二翻边整形凹模72；第一冲孔分离机构包括设

置在上模座2下表面的第一冲孔分离凸模81以及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且与第一冲孔分离

凸模81相适配的第一冲孔分离凹模82；第二冲孔分离机构包括设置在上模座2下表面的第

二冲孔分离凸模91以及设置在下模座1上表面且与第二冲孔分离凸模91相适配的第二冲孔

分离凹模92。其中，第一冲孔分离凸模81及第二冲孔分离凸模91均为侧冲孔分离凸模。上模

座2的下部设有上压料器11。上压料器11与上模座2之间设有上顶杆10。模具上还设有传感

器12。

[0032] 前切边冲孔单元能够对料带进行预处理，将零件上难以加工的部分提前加工好，

便于后续过程的进行。

[0033] 在零件进行翻边整形时，一次翻边整形后零件的翻边容易回探，故增加一次翻边

整形，满足工艺的要求。

[0034] 2个冲孔分离机构使模具分两次将零件进行冲孔分离，保证冲孔分离的精确度和

稳定性。

[0035] 本发明工作时，当压机用额定的压力压下时，上压料器11将料带压紧，然后由5个

工作单元分别对相应工位上的零件做拉延、切边冲孔、翻边整形或冲孔分离动作，一个冲压

动作走完，压机升起，传感器12检测到上模座2与下模座1分离后，反馈至自动送料装置，自

动送料装置将料带上的零件传送至下一个工位。

[0036]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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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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