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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

包括上模和下模，下模中部有上模下部可以插入

的凹陷，上模下部设有可以插入凹陷的突起，上

模下部设有用于冷压振动测量管的上模压槽，下

模设有与上模相对应的下模压槽，下模凹陷两侧

分别设有用以减少振动测量管与下模之间的摩

擦力的滚轮模，滚轮模轴线与下模压槽的中心线

垂直，滚轮模上设有环绕一周的滚轮压槽。本发

明还包括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方法，S1：振动

测量管毛坯件放入下模上表面的下模压槽中，上

模向下运动，开始冷压，S2：使用水涨工艺消除冷

压过程中产生的形变。本发明提供一种提高振动

测量管的制造精度的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

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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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包括上模（1）和下模（2），下模中部有上模下部可以插

入的凹陷（21），上模下部设有可以插入凹陷的突起(11)，上模下部设有用于冷压振动测量

管的上模压槽（12），下模设有与上模相对应的下模压槽（22），其特征是下模凹陷两侧分别

设有用以减少振动测量管与下模之间的摩擦力的滚轮模（3），滚轮模轴线与下模压槽的中

心线垂直，滚轮模上设有环绕一周的滚轮压槽（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其特征是滚轮压槽（31）的中心

线在同一平面内，滚轮压槽的中心线与下模压槽（22）的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其特征是凹陷（21）两侧顶端设

有圆弧肩（211），滚轮模（3）的轴线与圆弧肩的曲率轴线重合，滚轮模径向截面圆半径与圆

弧肩径向截面圆弧曲率半径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其特征是滚轮压槽（31）法向截

面与下模压槽（22）法向截面相同。

5.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4中的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其

特征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振动测量管毛坯件（61）放入下模（2）上表面的下模压槽（22）中，控制器（7）控制上

模（1）向下运动，开始冷压，将振动测量管毛坯件冷压成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62）；

S2：先将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放入水涨设备（4）的水涨模具（41）中，再使水涨喷头（42）

堵住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一端，使水涨堵头（43）堵住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另一端，然后水

涨喷头和水涨堵头向振动测量管方向进给同时水涨喷头喷出高压液体，最后水涨设备停止

工作并取出振动测量管成品件（6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方法，其特征是步骤S1具体过程如下：

振动测量管毛坯件（61）居中放置在下模（2）上表面的下模压槽（22）中，控制器（7）设置第一

速度、第二速度和计时阈值，控制器记录上模（1）接触振动测量管毛坯件为工作位置，控制

器控制上模从初始位置以第一速度向下运动，在到达工作位置时，控制器控制上模以第二

速度向下运动，在上模和下模完全合拢后，控制器开始计时，计时到达计时阈值时，控制器

控制上模向上运动，返回初始位置，将冷压成的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62）从下模中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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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模具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科氏质量流量计的振动管是其重要的零件之一，加工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

本身精度要求高，二是两根振动管的一致性要好，因此其加工难度极大。现有的科氏质量流

量计厂家，普遍采用自动弯管机折弯的方式来加工振动管。自动弯管机是通过两个轴的旋

转控制和一个轴的进给控制来实现弯管折弯，其中进给轴和折弯轴进行直线插补完成折弯

功能，两轴的位移由折弯的角度确定，旋转轴根据指令进行旋转定位，因此，振动管的精度

由三方面确定：弯间长度，弯管平面，弯管角度。自动折弯机的进给轴精度决定了弯间长度

精度，旋转轴精度决定了弯管平面精度，折弯轴精度决定了弯管角度精度，折弯模具和装夹

也有一定影响。所以，这种加工方法，很大程度上由自动弯管机的精度来决定振动管的精

度。而要达到振动管的加工要求，其设备成本及其高昂。目前，很多厂商用一定精度的自动

弯管机来生产振动管，然后通过测量比对的方式来选择一台质量流量计的两根振动管。这

种方法成本非常高（配对率低），且耗时耗力。

[0003] 中国专利公开号CN2743799，申请日2005年11月20日，发明创造的名称为一种缩口

U型振动管的科氏力质量流量计，该申请案包括单管式、双管式和双管串连式结构，该振动

管是由刚性管体弯曲成左右对称而下大于上的非对称四边形轮廓外形组成，且该四边形轮

廓外形的下端留有开口。该四边形轮廓外形是由三段弯曲段构成一个上顶点及两个水平方

向顶点，并由四段直管段配合组成一无缝管路。该方案中的振动测量管在制造过程中的配

对率和精度不高，既浪费了资源，又达不到好的技术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振动测量管的制造精度低的问题，提供一种提高振

动测量管的制造精度的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及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包括上模

和下模，下模中部有上模下部可以插入的凹陷，上模下部设有可以插入凹陷的突起，上模下

部设有用于冷压振动测量管的上模压槽，下模设有与上模相对应的下模压槽，下模凹陷两

侧分别设有用以减少振动测量管与下模之间的摩擦力的滚轮模，滚轮模轴线与下模压槽的

中心线垂直，滚轮模上设有环绕一周的滚轮压槽。在对振动测量管毛坯件进行冷压时，振动

测量管毛坯件从凹陷两侧的下模压槽中滑下，设置在凹陷两侧的滚轮模可以减少振动测量

管毛坯件与下模之间的摩擦力，振动测量管毛坯件与下模由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同时

使得振动测量管毛坯件在凹陷两侧受力相同。

[0006] 作为优选，所述滚轮压槽的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内，滚轮压槽的中心线与下模压槽

的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内。滚轮模在振动测量管的带动下转动时，振动测量管可以处处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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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滚轮压槽中。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凹陷两侧顶端设有圆弧肩，滚轮模的轴线与圆弧肩的曲率轴线重

合，滚轮模径向截面圆半径与圆弧肩径向截面圆弧曲率半径相同。因为振动测量管在经过

圆弧肩时，振动测量管开始弯折，振动测量管在圆弧肩弯折的时候与下模的摩擦力较大，所

以在此处设置滚轮模可以减少振动测量管与下模的摩擦力。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滚轮压槽法向截面与下模压槽法向截面相同。

[0009]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方法，采用以上的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

置，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振动测量管毛坯件放入下模上表面的下模压槽中，控制器控制上模向下运动，开始

冷压，将振动测量管毛坯件冷压成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

S2：先将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放入水涨设备的水涨模具中，再使水涨喷头堵住振动测

量管半成品件一端，使水涨堵头堵住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另一端，然后水涨喷头和水涨堵

头向振动测量管方向进给同时水涨喷头喷出高压液体，最后水涨设备停止工作并取出振动

测量管。通过冷压的过程将振动管的外形尺寸已经基本完成，通过水涨工艺将冷压时产生

的管件截面变形和厚薄不均的问题给解决掉，高压液体充斥振动测量管，使得振动测量管

截面变形给撑开，使之完全贴合在水涨模具内。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1具体过程如下：振动测量管毛坯件居中放置在下模上表面

的下模压槽中，控制器设置第一速度、第二速度和计时阈值，控制器记录上模接触振动测量

管毛坯件为工作位置，控制器控制上模从初始位置以第一速度向下运动，在到达工作位置

时，控制器控制上模以第二速度向下运动，在上模和下模完全合拢后，控制器开始计时，计

时到达计时阈值时，控制器控制上模向上运动，返回初始位置，将冷压成的振动测量管半成

品件从下模中取出。设置第一速度可以加快空行程的运行速度，使得加工速度更快，在上模

和下模合拢后，保持一段时间，可以进一步卸去振动测量管的内部应力，使得产品的精度更

加有保证。

[0011]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在对振动测量管毛坯件进行冷压时，振动测

量管毛坯件从凹陷两侧的下模压槽中滑下，设置在凹陷两侧的滚轮模可以减少振动测量管

毛坯件与下模之间的摩擦力，振动测量管毛坯件与下模由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使得振

动测量管免于划伤，保证振动测量管的质量，同时使得振动测量管毛坯件在凹陷两侧受力

相同，保证振动测量管的精度；

（2）振动测量管在经过圆弧肩时，振动测量管开始弯折，振动测量管在圆弧肩弯折的时

候与下模的摩擦力较大，所以在此处设置滚轮模可以减少振动测量管与下模的摩擦力；

（3）通过冷压的过程将振动管的外形尺寸已经基本完成，通过水涨工艺将冷压时产生

的管件截面变形和厚薄不均的问题给解决掉，高压液体充斥振动测量管，使得振动测量管

截面变形给撑开，使之完全贴合在水涨模具内；

（4）设置第一速度可以加快空行程的运行速度，使得加工速度更快，在上模和下模合拢

后，保持一段时间，可以进一步卸去振动测量管的内部应力，使得产品的精度更加有保证。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装置结构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1390019 A

4



图2是本发明的一种水涨设备结构图

图3是本发明的一种振动测量管成品件结构图

图中：1.上模，  11.凸起，12.上模压槽，2.下模，21.凹陷，211.圆弧肩，22.  下模压槽， 

3.滚轮模，31.  滚轮压槽，4.水涨设备，41.  水涨模具，42.  水涨喷头，43.  水涨堵头，44. 

控制器，5.  精密轴承，61.  振动测量管毛坯件，62.  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63.  振动测量管

成品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14] 实施例：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上模1和下模2，下模中部有

上模下部可以插入的凹陷21，上模下部设有用于冷压振动测量管的上模压槽12，上模压槽

的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内，下模设有与上模相对应的下模压槽22，上模压槽和下模压槽的中

心线在同一平面，下模凹陷两侧分别设有用以减少振动测量管与下模之间的摩擦力的滚轮

模3，滚轮模轴线与下模压槽的中心线垂直，滚轮模与下模通过精密轴承5连接，滚轮模两端

分别固定套接精密轴承内圈，两个精密轴承外圈与下模固定连接，滚轮模上设有环绕一周

的滚轮压槽，滚轮压槽的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内，滚轮压槽的中心线与下模压槽的中心线在

同一平面内，滚轮模在振动测量管的带动下转动时，振动测量管可以处处贴合在滚轮压槽

中，凹陷两侧顶端设有圆弧肩211，滚轮模的轴线与圆弧肩的曲率轴线重合，滚轮模径向截

面圆半径与圆弧肩径向截面圆弧曲率半径相同，滚轮压槽31法向截面与下模压槽22法向截

面相同，因为振动测量管在经过圆弧肩时，振动测量管开始弯折，振动测量管在圆弧肩弯折

的时候与下模的摩擦力较大，所以在此处设置滚轮模可以减少振动测量管与下模的摩擦

力。

[0015] 两个精密轴承外圈与下模的另一种连接方式为，在两个精密轴承外圈下方的下模

上开有使精密轴承刚好能上下移动的竖槽，竖槽内竖直放置液压缸，在两个精密轴承外圈

下焊接液压缸的液压伸缩杆头部，液压缸底部与下模固定连接，液压缸的行程为1mm，在液

压伸缩杆被最小压缩时，滚轮模的轴线与圆弧肩的曲率轴线重合。

[0016]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振动测量管的制造方法：如图2所示，包括水涨设备4，水涨设备

包括有用以对振动测量管进行限位的水涨模具41、水涨喷头42和水涨堵头43，水涨设备为

市面常见设备，水涨设备包括水涨模具、水涨喷头和水涨堵头为常规设置，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S1：振动测量管毛坯件61放入下模上表面的下模压槽中，上模向下运动，开始冷压，将

振动测量管毛坯件冷压成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具体过程为：振动测量管毛坯件居中放置

在下模上表面的下模压槽中，设置第一速度为30mm/s、第二速度为10mm/s和计时阈值为

10S，记录上模接触振动测量管毛坯件为工作位置，上模从初始位置以30mm/s速度向下运

动，在到达工作位置时，上模以10mm/s速度向下运动，在上模和下模完全合拢后，开始计时，

计时到达计时阈值时，上模向上运动，返回初始位置，振动测量管毛坯件，将冷压成的振动

测量管半成品62件从下模中取出；

S2：先将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放入水涨模具中，再使水涨喷头堵住振动测量管半成品

件一端，使水涨堵头堵住振动测量管半成品件另一端，然后水涨喷头和水涨堵头向振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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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方向进给同时水涨喷头喷出高压液体，最后水涨设备停止工作并取出如图3所示的振

动测量管成品件63。

[0017] 在对振动测量管毛坯件进行冷压时，振动测量管毛坯件从凹陷两侧的下模压槽中

滑下，设置在凹陷两侧的滚轮模可以减少振动测量管毛坯件与下模之间的摩擦力，振动测

量管毛坯件与下模由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同时使得振动测量管毛坯件在凹陷两侧受力

相同，如果振动测量管毛坯件与下模是滑动摩擦，那么在振动测量管毛坯件不光滑或者下

模凹陷两侧压槽不光滑时，凹陷两侧与振动测量管之间的摩擦力就不会相等，在上模向下

运动时，振动测量管两端会被拉扯着向中间运动，因为凹陷两侧与振动测量管之间的摩擦

力不相等，所以振动测量管两端会被拉扯着向中间运动的速度就会不同，在上模刚接触的

振动测量管毛坯件时，这个初始接触位置的振动测量管就会先被压弯，初始接触位置的振

动测量管曲率会比别的位置大，因为振动测量管两端会被拉扯着向中间运动的速度不同，

所以振动测量管初始接触位置就不能成为在冷压后的振动测量管在凹陷中的部位的中间

位置，冷压开始时的振动测量管初始接触位置的曲率就会复映到冷压后的振动测量管初始

接触位置上，导致冷压后的振动测量管初始接触位置的曲率产生变化，导致振动测量管的

制造精度变差，而本发明的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018] 在使用过程中要对两个精密轴承进行校核，校核方式为将两个精密轴承加速到同

一转速，然后计时，记录两个精密轴承停止转动所需时间，若两个所需时间之差超过最小所

需时间的十分之一，就更换精密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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