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940861.6

(22)申请日 2019.06.21

(73)专利权人 无锡丰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 214000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

严家桥村黄家坝

(72)发明人 胡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无锡大扬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2248

代理人 郭丰海

(51)Int.Cl.

B21D 37/08(2006.01)

B21D 53/8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轿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桥车前顶灯灯框连续

模。具体说，是用来加工轿车前顶灯灯框的多工

位连续模具。它包括下上底板，下底板上有下垫

脚和下模板，上底板下面有上垫脚和上模板。其

特点是：上下模板的两端间有第一、第二工位。第

一工位的第一固定板与第一凹模间自前而后分

别有导引孔冲头、小孔冲头和冲大孔的第一凸

模。第二工位的前后方向上有用于在大孔内边沿

冲出内翻边和切除边沿的切面模具。第二上固定

块后端连有废料切刀。采用这种连续模，不仅使

用的设备少，可减少设备投资，降低生产成本，而

且操作步骤少，操作起来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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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桥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包括下底板和上底板，下底板上面依次连有下垫脚和下模

板，上底板下面依次连有上垫脚和上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板和下模板均为长方形，

它们的一端到另一端间依次有第一工位和第二工位；

所述第一工位含有第一上垫板，第一下垫板与其相应的下模板间依次有第一固定板、

卸料板、第一凹模和第一下垫板，所述第一固定板、卸料板、第一凹模和第一下垫板均为长

方形板，其中间有大孔，大孔内有第一凸模且二者间呈滑动状配合；第一凸模、第一上垫板

和上模板间连接在一起；第一凸模的厚度大于第一固定板和卸料板的厚度之和；

第一凸模之前的第一固定板和卸料板上自前而后依次有第一前孔和第一后孔，第一前

孔和第一后孔内分别固定有导引孔冲头和小孔冲头，与导引孔冲头和小孔冲头相应的第一

凹模上有第二前孔和第二后孔，第一前孔与第二前孔间和第二后孔与第二后孔间均相对

应，在合模状态下，导引孔冲头和小孔冲头的下端均伸出在卸料板之下，并分别伸入第二前

孔和第二后孔内；第二后孔与大孔内侧壁间有销孔，与该销孔相应的第一下垫块和下模板

上面分别有通孔和第一盲孔，所述销孔和通孔内有第一浮料销，第一盲孔内有第一弹簧，第

一弹簧上端与第一浮料销下端间、浮料销上端与板料间均相抵；第一上垫板邻近其后端处

有杆孔，与该杆孔相应的第一固定板和上模板上均有杆孔，所述杆孔内有顶杆，顶杆下端与

卸料板相抵，顶杆上端与上底板间有第二弹簧；

所述第二工位含有第二上垫块、第二上固定板、第二卸料板、第二凹模和第二下垫板，

第二上固定板、第二卸料板和第二凹模的前部均有相互对应的前大孔，第二上固定板、第二

卸料板、第二凹模和第二下垫板的后部均有相互对应的后大孔，第二上固定板、第二卸料板

和第二凹的前大孔与它们的后大孔间均留有隔离带；

前大孔内有内翻边成型块，内翻边成型块的厚度大于第二上固定板和第二卸料板的厚

度之和、小于第二上固定板、第二卸料板和第二凹模的厚度之和；内翻边成型块与其上方的

第二上垫块和上模板连接在一起，且前大孔与内翻边成型块间呈滑动配合；

后大孔内有切边模，切边模的厚度等于第二上固定板和第二卸料板的厚度；所述切边

模与第二上垫块和上模板连接在一起；其中，内翻边成型块前侧的第二卸料板、第二凹模和

第二下垫板上均有对应的通孔，与该通孔相应的下模板上有第二盲孔，第二盲孔内有第三

弹簧，第三弹簧上方的第二卸料板、第二凹模和第二下垫板上的通孔内风别有第二浮料销

和导正销；

第二上固定块的后端连有废料切刀，废料切刀的竖向高度大于第二上固定板和第二卸

料板的厚度之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其特征在于：第一凸模、第一上垫板

和上模板间借助第一螺钉固定在一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其特征在于：内翻边成型块与其上方

的第二上垫块和上模板间借助第二螺钉固定在一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其特征在于：所述切边模与其上方的

第二上垫块和上模板间借助第三螺钉固定在一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其特征在于：第一凸模之后的第一固

定板、卸料板、第一凹模和第一下垫块上均有相互对应的通孔，通孔内有第二导柱；其中的

第一凹模上的通孔内固定第二导套；所述第二导柱上段固定在第一固定板和卸料板上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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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内，其下端呈滑动状伸入所述第二导套内。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桥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其特征在于：第一工位与第

二工位间的上模板和下模板上均有相应的柱孔，上模板上的柱孔内固定有导套；两个柱孔

间有导柱，导柱下端固定在下模板上的柱孔内，导柱上端呈滑动状伸入所述导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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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轿车灯框。具体说，是用来加工轿车前顶灯灯框的多工位连

续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在汽车生产行业都知道，轿车的前灯灯框是一个近似于矩形的矩形框，其四边间

呈流线型圆弧过度，其四周的边框上均布有溢胶的小孔，其内侧边沿有折弯边。目前，这种

灯框的加工方法是，先将金属板材裁剪呈矩形板块，再沿矩形板块的边沿均匀地加工溢胶

销孔，然后，用冲床和冲头将其中间冲去，留下一个近似矩形的板状方框，并对其四周进行

切边。最后，在板状方框的内边沿加工翻边边，制成一个近似矩形的轿车前灯灯框。虽然采

用上述方法可以加工处轿车前顶灯灯框。但由于这种方法中，冲小孔、冲大孔、内翻边、和切

边需要四付模具，不仅需要的设备多、投资多、生产成本高，而且操作步骤多，操作起来比较

麻烦。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轿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采用这种连续模，

不仅使用的设备少，可减少设备投资，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操作步骤少，操作起来比较容易。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上述问题由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桥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包括下底板和上底板，下底板上面依次连有

下垫脚和下模板，上底板下面依次连有上垫脚和上模板。其特点是：所述上模板和下模板均

为长方形，它们的一端到另一端间依次有第一工位和第二工位。

[0006] 所述第一工位含有第一上垫板，第一下垫板与其相应的下模板间依次有第一固定

板、卸料板、第一凹模和第一下垫板，所述第一固定板、卸料板、第一凹模和第一下垫板均为

长方形板，其中间有大孔，大孔内有第一凸模且二者间呈滑动状配合。第一凸模、第一上垫

板和上模板间连接在一起。第一凸模的厚度大于第一固定板和卸料板的厚度之和；

[0007] 第一凸模之前的第一固定板和卸料板上自前而后依次有第一前孔和第一后孔，第

一前孔和第一后孔内分别固定有导引孔冲头和小孔冲头，与导引孔冲头和小孔冲头相应的

第一凹模上有第二前孔和第二后孔，第一前孔与第二前孔间和第二后孔与第二后孔间均相

对应，在合模状态下，导引孔冲头和小孔冲头的下端均伸出在卸料板之下，并分别伸入第二

前孔和第二后孔内。第二后孔与大孔内侧壁间有销孔，与该销孔相应的第一下垫块和下模

板上面分别有通孔和第一盲孔，所述销孔和通孔内有第一浮料销，第一盲孔内有第一弹簧，

第一弹簧上端与第一浮料销下端间、浮料销上端与板料间均相抵。第一上垫板邻近其后端

处有杆孔，与该杆孔相应的第一固定板和上模板上均有杆孔，所述杆孔内有顶杆，顶杆下端

与卸料板相抵，顶杆上端与上底板间有第二弹簧。

[0008] 所述第二工位含有第二上垫块、第二上固定板、第二卸料板、第二凹模和第二下垫

板，第二上固定板、第二卸料板和第二凹模的前部均有相互对应的前大孔，第二上固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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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卸料板、第二凹模和第二下垫板的后部均有相互对应的后大孔，第二上固定板、第二卸

料板和第二凹的前大孔与它们的后大孔间均留有隔离带。

[0009] 前大孔内有内翻边成型块，内翻边成型块的厚度大于第二上固定板和第二卸料板

的厚度之和、小于第二上固定板、第二卸料板和第二凹模的厚度之和。内翻边成型块与其上

方的第二上垫块和上模板连接在一起，且前大孔与内翻边成型块间呈滑动配合；

[0010] 后大孔内有切边模，切边模的厚度等于第二上固定板和第二卸料板的厚度；所述

切边模与第二上垫块和上模板连接在一起。其中，内翻边成型块前侧的第二卸料板、第二凹

模和第二下垫板上均有对应的通孔，与该通孔相应的下模板上有第二盲孔，第二盲孔内有

第三弹簧，第三弹簧上方的第二卸料板、第二凹模和第二下垫板上的通孔内有第二浮料销。

[0011] 第二上固定块的后端连有废料切刀，废料切刀的竖向高度大于第二上固定板和第

二卸料板的厚度之和。

[0012]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第一凸模、第一上垫板和上模板间借助第一螺

钉固定在一起。

[0013]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内翻边成型块与其上方的第二上垫块和上模板

间借助第二螺钉固定在一起.

[0014]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切边模与其上方的第二上垫块和上模板间

借助第三螺钉固定在一起。

[0015]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第一凸模之后的第一固定板、卸料板、第一凹模

和第一下垫块上均有相互对应的通孔，通孔内有第二导柱；其中的第一凹模上的通孔内固

定第二导套；所述第二导柱上段固定在第一固定板和卸料板上的通孔内，其下端呈滑动状

伸入所述第二导套内，

[0016]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第一工位与第二工位间的上模板和下模板上均

有相应的柱孔，上模板上的柱孔内固定有导套；两个柱孔间有导柱，导柱下端固定在下模板

上的柱孔内，导柱上端呈滑动状伸入所述导套内。

[0017] 由上述方案可以看出，由于所述上模板和下模板均为长方形，它们的一端到另一

端间依次有第一工位和第二工位，利用第一工位和第二工位可在一套模具上实现冲小孔、

冲大孔、内翻边和切边的加工。与背景技术相比，不仅减少了模具数量，减少了设备投资，降

低了生产成本，还简化了操作步骤，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轿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轿车前顶灯灯框连续模包括下底板31和上底板13，下底

板31上面依次连有下垫脚30和下模板29，上底板13下面依次连有上垫脚12和上模板11。所

述上模板11和下模板29均为长方形，它们的一端到另一端间依次设置有第一工位和第二工

位；

[0020] 所述第一工位含有第一上垫板14，第一下垫板3与其相应的下模板29间依次设置

有第一固定板9、卸料板8、第一凹模4和第一下垫板3，所述第一固定板9、卸料板8、第一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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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和第一下垫板3均为长方形板，其中间加工有大孔，大孔内设置有第一凸模16且二者间呈

滑动状配合。第一凸模16、第一上垫板14和上模板11间借助第一螺钉36固定在一起。第一凸

模16的厚度大于第一固定板9和卸料板8的厚度之和。

[0021] 第一凸模16之前的第一固定板9和卸料板8上自前而后依次加工有第一前孔和第

一后孔，第一前孔和第一后孔内分别固定有用来在钢带前端加工两个导引孔的导引孔冲头

10和多个小孔冲头15，与导引孔冲头10和小孔冲头15相应的第一凹模4上加工有第二前孔

和第二后孔，第一前孔与第二前孔间和第二后孔与第二后孔间均相对应，在合模状态下，导

引孔冲头10和小孔冲头15的下端均冲过钢带后伸出在卸料板8之下，并分别伸入第二前孔

和第二后孔内。第二后孔与大孔内侧壁间加工有销孔，与该销孔相应的第一下垫板3和下模

板29上面分别加工有通孔和第一盲孔，所述销孔和通孔内设置有第一浮料销2，第一盲孔内

安装有第一弹簧1，第一弹簧1上端与第一浮料销2下端间、第一浮料销2上端与钢带间均相

抵。其中的第一浮料销2有两个，该两个第一浮料销2分别位于被加工钢带的两侧。第一上垫

板14邻近其后端处加工有杆孔，与该杆孔相应的第一固定板9和上模板11上均加工有杆孔，

所述杆孔内安装有顶杆18，顶杆18下端与卸料板8相抵，顶杆18上端与上底板13间设置有第

二弹簧17。

[0022] 所述第二工位含有第二上垫块25、第二上固定板23、第二卸料板37、第二凹模33和

第二下垫板32，第二上固定板23、第二卸料板37和第二凹模33的前部均加工有相互对应的

前大孔，第二上固定板23、第二卸料板37、第二凹模33和第二下垫板32的后部均加工有相互

对应的后大孔，第二上固定板23、第二卸料板37和第二凹模33的前大孔与它们的后大孔间

均留有隔离带。

[0023] 前大孔内有内翻边成型块26，内翻边成型块26的厚度大于第二上固定板23和第二

卸料板37的厚度之和，且小于第二上固定板23、第二卸料板37和第二凹模33的厚度之和。内

翻边成型块26与其上方的第二上垫块25和上模板11间借助第二螺钉38固定在一起，且前大

孔与内翻边成型块26间呈滑动配合。

[0024] 后大孔内有切边模27，切边模27的厚度等于第二上固定板23和第二卸料板37的厚

度。所述切边模27与其上方的第二上垫块25和上模板11间借助第三螺钉39固定在一起。其

中，内翻边成型块26前侧的第二卸料板37、第二凹模33和第二下垫板32上均有对应的通孔，

与该通孔相应的下模板29上有第二盲孔，第二盲孔内有第三弹簧35，第三弹簧35上方的第

二卸料板37、第二凹模33和第二下垫板32上的通孔内分别有第二浮料销34和导正销24。

[0025] 第二上固定块26的后端连有废料切刀28，废料切刀28的竖向高度大于第二上固定

板23和第二卸料板37的厚度之和。

[0026] 为保证第一凸模16与第一凹模4间的对准精度，在第一凸模16之后的第一固定板

9、卸料板8、第一凹模4和第一下垫块3上均加工有相互对应的通孔，通孔内设置有小导柱

19。所述小导柱19有两个，它们分别位于钢带的两侧。其中的第一凹模4上的通孔内固定有

第二导套20。所述小导柱19上段固定在第一固定板9和卸料板8上的通孔内，其下端呈滑动

状伸入所述第二导套20内，

[0027] 为保证上模板11与下模板29间的对准精度在第一工位与第二工位间的上模板11

和下模板29上均加工有相应的柱孔，上模板11上的柱孔内固定有导套22。两个柱孔间设置

有大导柱21，大导柱21下端固定在下模板29上的柱孔内，大导柱21上端呈滑动状伸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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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套22内。其中的大导柱21有两个，它们分别位于钢带的两侧。

[0028] 在下模板29的前边设置有托板6，托板6的一边借助垫块5和螺钉固定在下模板29

的前边。

[0029] 工作时，先由另配的送料机构将带卷上的钢带7前端通过托板6送到导引孔冲头10

之外约10mm处，由导引孔冲头10在带卷前端的钢带上冲出两个导引孔；然后，在由另配的送

料机构的作用下，将带卷上的钢带前端送到第一凸模16之外，并将两个导引钉分别插入两

个导引孔内。由第一凸模16和小孔冲头15在刚带中间和四周分别冲出一个与第一凸模16相

同的大孔和小孔来；之后，在另配的送料机构的作用下，将带卷上的钢带前端送到内翻边成

型模26之后，由内翻边成型模25对所述大孔进行冲压，从而在将大孔的内边沿四周冲出内

翻边来；最后，在另配的送料机构的作用下，将带卷上的钢带前端送到切边模28之外，由切

边模28切去废边，得到轿车前顶灯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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