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970708.3

(22)申请日 2017.10.1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89111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4.10

(73)专利权人 国营第六一六厂

地址 037036 山西省大同市1号信箱科技部

(72)发明人 李志广　张雪冬　秦新锋　王俭　

殷彬栋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专利

中心 11011

代理人 刘二格

(51)Int.Cl.

B21J 13/02(2006.01)

B21D 37/10(2006.01)

B21J 5/00(2006.01)

B21J 5/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567339 A,2014.02.12,

CN 204396764 U,2015.06.17,

CN 201105309 Y,2008.08.27,

JP S61296936 A,1986.12.27,

JP S6254526 A,1987.03.10,

审查员 夏文婷

 

(54)发明名称

一种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锻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

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中热锻模包括纵向型锁

扣、成形制坯模膛、压扁制坯平台、终锻模膛和T

型倒置压肩模膛5个主要组成部分；热冲压模包

括凸模和凹模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本发明所需设

备为吨位相对较小的30kN模锻锤，热锻模结构简

单、紧凑，可靠性高，变形力小，提高锻模使用寿

命至少3.8～10倍；热冲压模结构简单、紧凑，操

作简单、安全，可靠性高，热冲压力小，效率高，使

用寿命更高。本发明充分发扬了热锻模和热冲压

模的优点，有效解决了在现有吨位相对较小的

30kN模锻锤条件下打击能量不足、变形力大以及

模锻效率低和锻模使用寿命低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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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特征在于：包括热锻模和热冲压模；热锻模用于齿弧热

模锻和热冲压复合塑性成形工艺中的热模锻成形，获得未全部达到最终形状与尺寸要求的

齿弧半成品模锻件；热冲压模用于齿弧热模锻和热冲压复合塑性成形工艺中的热冲压成

形，最终彻底达到齿弧模锻件的形状与尺寸要求；

所述热锻模包括纵向型锁扣(1)、成形制坯模膛(2)、压扁制坯平台(3)、终锻模膛(4)和

T型倒置压肩模膛(5)；所述纵向型锁扣(1)纵向排列，位于热锻模的左侧和右侧；所述成形

制坯模膛(2)纵向排列，位于左侧纵向型锁扣(1)之上；所述压扁制坯平台(3)纵向排列，位

于左侧纵向型锁扣(1)与终锻模膛(4)之间的中左侧；所述终锻模膛(4)纵向排列，位于中左

侧的压扁制坯平台(3)与右侧纵向型锁扣(1)之间的中右侧；T型倒置压肩模膛(5)纵向排

列，位于右侧纵向型锁扣(1)之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纵向型锁扣(1)用

于控制锻模的导向，同时还兼用于容纳成形制坯模膛和T型倒置压肩模膛；所述的成形制坯

模膛(2)用于成形制坯，制坯后的形状和尺寸与成形制坯热模锻件图的形状与尺寸相对应，

上模模膛容积大于相对应终锻模膛容积的10％，下模模膛容积大于相对应终锻模膛容积的

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压扁制坯平台(3)

用于压扁制坯，为上下平面结构，其上平面为上模左侧飞边槽仓部上平面、下平面为下模左

侧飞边槽底平面，左右有效宽度为上模左侧飞边槽仓部的加长宽度为80mm，压扁厚度与成

形制坯的窄端平均宽度相匹配；所述的终锻模膛(4)用于齿弧半成品热模锻成形，其形状和

尺寸与齿弧半成品热模锻件图的形状与尺寸相对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T型倒置压肩模膛

(5)用于在最终热冲压成形之前的T型倒置压肩，压肩后的形状和尺寸与压肩热模锻件图的

形状与尺寸相对应；压肩斜度为0°，压肩过渡圆角半径为R8m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冲压模包括凸模

(6)和凹模(7)；所述的凸模(6)位于热冲压模的上部，用于热冲压弯曲齿弧热模锻件上部最

终成形；凹模(7)位于凸模(6)的下部，用于容纳冲压弯曲后的齿弧半成品模锻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凸模(6)包括凸模

凹腔(6a)和压肩凸台(6b)，通过上部燕尾被固定在3150kN切边压力机上工作平台上，用于

热冲压弯曲齿弧热模锻件上部最终成形；凸模(  6)  选材为热模具钢5CrMnMo，热处理硬度

为41～47HRC。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凸模凹腔(6a)底部

弯曲直径比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大1 .0mm，凹腔深度比所对应的弯曲热模件高度大

1.5mm，以弥补热弯曲后的回弹量；凹腔宽度比所对应的半成品热锻件厚度大6mm，凹腔底部

定位倾斜角度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图相同，凹腔底部工作部分表面粗糙度为Ra＝1.6μ

m，左、右侧皆为竖直平面；

所述的压肩凸台(6b)底部的压肩斜度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图的模锻斜度相同，底

部弯曲直径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相同，底端部过渡圆角半径比弯曲热模件图所对应的

圆角半径小3mm，左、右侧皆为竖直平面。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凹模(7)包括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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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腔(7a)、弯曲凹腔(7b)和卸料凹腔(7c)，用于热冲压弯曲齿弧热模锻件下部最终成形和

容纳齿弧成品模锻件，通过夹紧螺栓被固定在3150kN切边压力机的下工作平台上；凹模(7)

选材为热模具钢5CrMnMo，热处理硬度为41～47HRC。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位凹腔(7a)用于

齿弧半成品热模锻件在弯曲前的两端部定位，前端深度和后端深度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

件图厚度相同，定位凹腔(7a)底部斜度与所对应的半成品热锻模件图的斜度相同；所述的

弯曲凹腔(7b)用于热冲压弯曲成形和容纳齿弧成品模锻件，底部弯曲圆角半径比弯曲热模

件图所对应的圆角半径大1.0mm，底部倾斜角度为7°，表面粗糙度为Ra＝1.6μm；所述的卸料

凹腔(7c)用于卸除齿弧成品热模锻件，宽度比弯曲后的热锻模件宽度单边大30mm，卸料凹

腔(7c)的深度比弯曲凹腔(7b)小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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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锻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齿弧热模锻和热冲压复合塑性成形工艺

及其热锻模和热冲压模。

背景技术

[0002] 以在模锻锤设备上模锻齿弧为例，现有模锻工艺过程主要有2种：一种是坯料加热

→模锻(弯曲和终锻)→切边(在3150kN或6300kN切边压力机上切边)，优缺点是：工艺过程

较简单，但模锻成形困难，变形力过大，效率低(弯曲和终锻总打击次数至少为13～15锤次/

件)，锻模使用寿命不足3000件/套，所需模块尺寸大，所需模锻锤设备吨位为50kN、70kN(或

与之吨位相当的其它类型模锻设备)，不能在设备吨位相对较小的30kN模锻锤(或与之吨位

相当的其它类型模锻设备)上模锻成形；另一种是坯料加热→模锻(弯曲、预锻和终锻)→切

边(在3150kN或6300kN切边压力机上切边)，优缺点是：模锻成形容易，变形力较小，效率较

低(弯曲、预锻和终锻总打击次数至少为10～12锤次/件)，锻模使用寿命不足8000件/套，所

需模块尺寸更大，所需模锻锤设备吨位为70kN、100kN(或与之吨位相当的其它类型模锻设

备)，更不能在设备吨位相对较小的30kN模锻锤(或与之吨位相当的其它类型模锻设备)上

模锻成形。

[0003] 从以上可以看出：现有齿弧热模锻成形的缺点特别明显，尤其是变形力大、应选择

较大设备吨位的50kN、70kN或70kN、100kN模锻锤(或与之吨位相当的其它类型模锻设备)以

及模锻效率低和锻模使用寿命较低，能否在设备吨位相对较小的30kN模锻锤(或与之吨位

相当的其它类型模锻设备)上实现模锻成形、同时又有效降低变形力、提高模锻效率和锻模

使用寿命则更具有挑战性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热锻模和热冲压模，该热锻模和热冲压模

是分别针对齿弧第一次热模锻成形和第二次热冲压成形而设计的，有效解决了在现有吨位

相对较小的30kN模锻锤(或与之吨位相当的其它类型模锻设备)条件下打击能量不足、变形

力大以及模锻效率低和锻模使用寿命低等难题，最终可获得形状与尺寸一致性好的齿弧模

锻件。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其包括热锻模和

热冲压模；热锻模用于齿弧热模锻和热冲压复合塑性成形工艺中的热模锻成形，获得未全

部达到最终形状与尺寸要求的齿弧半成品模锻件；热冲压模用于齿弧热模锻和热冲压复合

塑性成形工艺中的热冲压成形，最终彻底达到齿弧模锻件的形状与尺寸要求。

[0008] 其中：所述热锻模包括纵向型锁扣1、成形制坯模膛2、压扁制坯平台3、终锻模膛4

和T型倒置压肩模膛5；所述纵向型锁扣1纵向排列，位于热锻模的左侧和右侧；所述成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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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模膛2纵向排列，位于左侧纵向型锁扣1之上；所述压扁制坯平台3纵向排列，位于左侧纵

向型锁扣1与终锻模膛4之间的中左侧；所述终锻模膛4纵向排列，位于中左侧的压扁制坯平

台3与右侧纵向型锁扣1之间的中右侧；T型倒置压肩模膛5纵向排列，位于右侧纵向型锁扣1

之上。

[0009] 其中：所述的纵向型锁扣1用于控制锻模的导向，同时还兼用于容纳成形制坯模膛

和T型倒置压肩模膛；所述的成形制坯模膛2用于成形制坯，制坯后的形状和尺寸与成形制

坯热模锻件图的形状与尺寸相对应，上模模膛容积大于相对应终锻模膛容积的10％，下模

模膛容积大于相对应终锻模膛容积的5％。

[0010] 其中：所述的压扁制坯平台3用于压扁制坯，为上下平面结构，其上平面为上模左

侧飞边槽仓部上平面、下平面为下模左侧飞边槽底平面，左右有效宽度为上模左侧飞边槽

仓部的加长宽度为80mm，压扁厚度与成形制坯的窄端平均宽度相匹配；所述的终锻模膛4用

于齿弧半成品热模锻成形，其形状和尺寸与齿弧半成品热模锻件图的形状与尺寸相对应。

[0011] 其中：所述的T型倒置压肩模膛5用于在最终热冲压成形之前的T型倒置压肩，压肩

后的形状和尺寸与压肩热模锻件图的形状与尺寸相对应；压肩斜度为0°，压肩过渡圆角半

径为R8mm。

[0012] 其中：所述热冲压模包括凸模6和凹模7；所述的凸模6位于热冲压模的上部，用于

热冲压弯曲齿弧热模锻件上部最终成形；凹模7位于凸模6的下部，用于容纳冲压弯曲后的

齿弧半成品模锻件。

[0013] 其中：所述的凸模6包括凸模凹腔6a和压肩凸台6b，通过上部燕尾被固定在3150kN

切边压力机上工作平台上，用于热冲压弯曲齿弧热模锻件上部最终成形；凸模6选材为热模

具钢5CrMnMo，热处理硬度为41～47HRC。

[0014] 其中：所述的凸模凹腔6a底部弯曲直径比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大1.0mm，凹腔深

度比所对应的弯曲热模件高度大1.5mm，以弥补热弯曲后的回弹量；凹腔宽度比所对应的半

成品热锻件厚度大6mm，凹腔底部定位倾斜角度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图相同，凹腔底部

工作部分表面粗糙度为Ra＝1.6μm，左、右侧皆为竖直平面；

[0015] 所述的压肩凸台6b底部的压肩斜度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图的模锻斜度相同，

底部弯曲直径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相同，底端部过渡圆角半径比弯曲热模件图所对应

的圆角半径小3mm，左、右侧皆为竖直平面。

[0016] 其中：所述的凹模7包括定位凹腔7a、弯曲凹腔7b和卸料凹腔7c，用于热冲压弯曲

齿弧热模锻件下部最终成形和容纳齿弧成品模锻件，通过夹紧螺栓被固定在3150kN切边压

力机的下工作平台上；凹模7选材为热模具钢5CrMnMo，热处理硬度为41～47HRC。

[0017] 其中：所述的定位凹腔7a用于齿弧半成品热模锻件在弯曲前的两端部定位，前端

深度和后端深度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图厚度相同，定位凹腔7a底部斜度与所对应的半

成品热锻模件图的斜度相同；所述的弯曲凹腔7b用于热冲压弯曲成形和容纳齿弧成品模锻

件，底部弯曲圆角半径比弯曲热模件图所对应的圆角半径大1.0mm，底部倾斜角度为7°，表

面粗糙度为Ra＝1.6μm；所述的卸料凹腔7c用于卸除齿弧成品热模锻件，宽度比弯曲后的热

锻模件宽度单边大30mm，卸料凹腔7c的深度比弯曲凹腔7b小30mm。

[0018] (三)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的一种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充分发扬了热锻模和热冲压模的优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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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决了在现有吨位相对较小的30kN模锻锤(或与之吨位相当的其它类型模锻设备)条件

下打击能量不足、变形力大以及模锻效率低和锻模使用寿命低等难题，可获得形状与尺寸

一致性好的齿弧模锻件。

[0020] (2)本发明的一种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热锻模结构简单、紧凑，可靠性高，变形力

小(终锻重击次数少为3～4锤次/件)，提高锻模使用寿命至少3.8～10倍(使用寿命至少3万

件/套)；热冲压模结构简单、紧凑，操作简单、安全，可靠性高，热冲压力小(热冲压次数为1

次/件)，效率高，使用寿命更高(使用寿命至少7万件/套)。

[0021] (3)本发明的一种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也可为其它类似形状与尺寸模锻件成形

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

附图说明

[0022] 图1a为本发明中涉及的实施例齿弧模锻件主视图示意图；

[0023] 图1b为图1a的A-A剖视图；

[0024] 图2a为本发明的齿弧半成品热锻模(含上模和下模)装配图主视图示意图；

[0025] 图2b为图2a的俯视图(拆除图2a中的上模)示意图；

[0026] 图中，1-纵向型锁扣、2-成形制坯模膛、3-压扁制坯平台、4-终锻模膛、5-T型倒置

压肩模膛；

[0027] 图3a为本发明中涉及的齿弧半成品热模锻件成形制坯主视图示意图；

[0028] 图3b为图3a的俯视图示意图；

[0029] 图4a为本发明中涉及的齿弧半成品热锻件主视图示意图；

[0030] 图4b为图4a的俯视图；

[0031] 图5a为本发明中涉及的齿弧半成品热模锻件压肩成形主视图示意图；

[0032] 图5b为图5a的俯视图示意图；

[0033] 图6a为本发明的热冲压模(含凸模(6)和凹模(7))装配图主视图示意图；

[0034] 图6b为图6a的俯视图示意图；

[0035] 图6c为图6b的K向视图示意图；

[0036] 图7a为本发明的热冲压模装配图中凸模(6)的主视图示意图；

[0037] 图7b为图7a的K向图；

[0038] 图7c为图7b的P向视图；

[0039] 图8a为本发明的热冲压模装配图中凹模(7)的主视图示意图；

[0040] 图8b为图8a的俯视图；

[0041] 图8c为图8b的K向视图；

[0042] 图中，6a-凸模凹腔、6b-压肩凸台、7a-定位凹腔、7b-弯曲凹腔、7c-卸料凹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内容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

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44] 本发明的一种复合塑性成形的模具是分别针对齿弧热模锻和热冲压复合塑性成

形工艺的第一次热模锻成形和第二次最终热冲压成形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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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1)第一次热模锻成形：需要依靠热锻模来实现(参见图2a和图2b所示)，通过将圆

钢坯料加热工艺规定的始锻温度、在锻模压扁制坯平台上压扁制坯、在成形制坯模膛中成

形制坯、在终锻模膛中终锻成形、在切边模中切边5个工步，即可获得如图4a和图4b所示的

还没有全部达到最终形状与尺寸要求的齿弧半成品模锻件。

[0046] 所述第一次热模锻成形是依靠锻模来实现的，热锻模(参见图2a和图2b所示)是由

纵向型锁扣1、成形制坯模膛2、压扁制坯平台3、终锻模膛4和T型倒置压肩模膛5五个主要组

成部分。所述纵向型锁扣1纵向排列，位于热锻模的左侧和右侧；所述成形制坯模膛2纵向排

列，位于左侧纵向型锁扣1之上；所述压扁制坯平台3纵向排列，位于左侧纵向型锁扣1与终

锻模膛4之间的中左侧；所述终锻模膛4纵向排列，位于中左侧的压扁制坯平台3与右侧纵向

型锁扣1之间的中右侧；T型倒置压肩模膛5纵向排列，位于右侧纵向型锁扣1之上。

[0047] 热锻模结构简单、紧凑，可靠性高，变形力小(终锻重击次数少为3～4锤次/件)，使

用寿命高(使用寿命至少3万件/套)。

[0048] 所述的纵向型锁扣1用于控制锻模的导向，同时还兼用于容纳成形制坯模膛和T型

倒置压肩模膛，锻模结构简单、紧凑又强度足够。

[0049] 所述的成形制坯模膛2用于成形制坯，制坯后的形状和尺寸与成形制坯热模锻件

图的形状与尺寸相对应(参见图3a和图3b所示)，上模模膛容积大于相对应终锻模膛容积的

10％，下模模膛容积大于相对应终锻模膛容积的5％。

[0050] 所述的压扁制坯平台3用于压扁制坯，为上下平面结构，其上平面为上模左侧飞边

槽仓部上平面、下平面为下模左侧飞边槽底平面，左右有效宽度为上模左侧飞边槽仓部的

加长宽度为80mm，压扁厚度与成形制坯的窄端平均宽度相匹配。

[0051] 所述的终锻模膛4用于齿弧半成品热模锻成形，其形状和尺寸与齿弧半成品热模

锻件图的形状与尺寸相对应(参见图4a和图4b所示)。

[0052] 所述的T型倒置压肩模膛5用于在最终热冲压成形之前的T型倒置压肩，压肩后的

形状和尺寸与压肩热模锻件图的形状与尺寸相对应(参见图5a和图5b所示)；将压肩斜度由

7°变为0°，以有利于增大T型倒置压肩模膛5与压肩热模锻件的接触面积和增大热冲压弯曲

垂直冲压力；将压肩过渡圆角半径由R12mm变为R8mm，以有利于在最终热冲压成形增加冲压

弯曲的垂直接触面积而便于弯曲成形。

[0053] 本发明的热锻模工作步骤如下：第一步，安装固定步骤：将热锻模安装固定在30kN

模锻锤设备上，并将热锻模预热到150℃～350℃；第二步，压扁制坯步骤：将在加热炉中加

热到始锻温度以后的圆钢坯料置于热锻模拔长与压扁制坯平台3上压扁制坯成形(打击次

数1锤次/件)；第三步，成形制坯步骤：再将压扁制坯后的压扁坯料纵向置于成形制坯模膛2

中进行成形制坯(打击次数1锤次/件)；第四步，终锻步骤：再将成形制坯后的成形坯料向右

旋转90°纵向置于终锻模膛4中进行终锻成形(打击次数3～4锤次/件)；第五步，切边步骤：

最后将终锻成形后带飞边的齿弧半成品模锻件置于切边模中，在3150kN切边压力机一次行

程中即可切边成形，以获得如图4a和图4b所示的齿弧半成品模锻件。

[0054] (2)第二次最终热冲压成形：需要依靠热冲压模来实现(参见图6a、图6b和图6c所

示)，通过将齿弧半成品模锻件加热到始锻温度、再将齿弧半成品模锻件返回热锻模的终锻

模膛4中热校直(通过热校直将消除齿弧半成品模锻件再次加热时产生的弯曲与变形)、在

热锻模T型倒置压肩模膛5中T型倒置压肩、在冲压弯曲模中冲压弯曲成形4个工步，即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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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达到如图1所示的齿弧模锻件形状与尺寸的要求。

[0055] 所述第二次最终热冲压成形是依靠热冲压模来实现的(参见图6a、图6b和图6c所

示)，热冲压模是由凸模6和凹模7两个主要部分组成。所述的凸模6位于热冲压模的上部，用

于热冲压弯曲齿弧热模锻件上部最终成形；凹模7位于凸模6的下部，用于容纳冲压弯曲后

的齿弧半成品模锻件。

[0056] 所述的热冲压模结构简单、紧凑，操作简单、安全，可靠性高，热冲压力小，效率高，

使用寿命高(使用寿命至少7万件/套)。

[0057] 所述的凸模6主要由凸模凹腔6a和压肩凸台6b组成的两位一体结构(参见图7a、图

7b和图7c所示)，通过上部燕尾被固定在3150kN切边压力机上工作平台上，用于热冲压弯曲

齿弧热模锻件上部最终成形；凸模6选材为热模具钢5CrMnMo，热处理硬度为41～47HRC，以

降低变形、磨损等失效速度而提高使用寿命。

[0058] 所述的凸模凹腔6a底部弯曲直径比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大1.0mm，以弥补热弯

曲后的回弹量；凹腔深度比所对应的弯曲热模件高度大1.5mm，以弥补热弯曲后的回弹量，

同时也是为了在瞬间先弯曲成形变形力大的热模锻件宽底部，后弯曲变形力较大的热模锻

件窄部，以有利于整体顺利弯曲成形；凹腔宽度比所对应的半成品热锻件厚度大6mm，以保

证凹腔与所对应的热模锻件窄部不发生干涉的可靠性和尽可能使压肩凸台6b具有足够的

厚度尺寸；凹腔底部定位倾斜角度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图相同，以增加瞬间冲压弯曲

接触摩擦力而防止热模锻件的左右移动；凹腔底部工作部分表面粗糙度为Ra＝1.6μm，以减

小热模锻件与弯曲模膛接触摩擦力；左、右侧皆为竖直平面。

[0059] 所述的压肩凸台6b底部的压肩斜度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图的模锻斜度相同，

底部弯曲直径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相同，底端部过渡圆角半径比弯曲热模件图所对应

的圆角半径小3mm，左、右侧皆为竖直平面。

[0060] 所述的凹模7主要由定位凹腔7a、弯曲凹腔7b和卸料凹腔7c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

(参见图8a、图8b和图8c所示)，用于热冲压弯曲齿弧热模锻件下部最终成形和容纳齿弧成

品模锻件，通过夹紧螺栓被固定在3150kN切边压力机的下工作平台上；凹模7选材为热模具

钢5CrMnMo，热处理硬度为41～47HRC，以降低变形、磨损等失效速度而提高使用寿命。

[0061] 所述的定位凹腔7a用于齿弧半成品热模锻件在弯曲前的两端部定位，前端深度和

后端深度与所对应的压肩热模锻件图厚度相同，定位凹腔7a底部斜度与所对应的半成品热

锻模件图的斜度相同；

[0062] 所述的弯曲凹腔7b用于热冲压弯曲成形和容纳齿弧成品模锻件，底部弯曲圆角半

径比弯曲热模件图所对应的圆角半径大1.0mm，以弥补弯曲回弹而有利于弯曲到位；底部倾

斜角度为7°，以有利于齿弧半成品热模锻件的平稳放置和防止齿弧半成品模锻件的左右移

动；表面粗糙度为Ra＝1.6μm，以减小热模锻件与弯曲模膛的接触摩擦力。

[0063] 所述的卸料凹腔7c用于卸除齿弧成品热模锻件，宽度比弯曲后的热锻模件宽度单

边大30mm，卸料凹腔7c的深度比弯曲凹腔7b小30mm，既保障凹模7具有足够的使用强度，又

可为夹持齿弧成品热模锻件提供足够的横向空间。

[0064] 本发明的热冲压模的工作步骤如下：第一步，安装固定步骤：分别将凸模6和凹模7

固定安装在3150kN切边压力机设备上的上工作平台上和下工作平台上；第二步，闭合高度

调整步骤：调整凸模6和凹模7的闭合高度，以凸模6和凹模7工作闭合后的凸模6前后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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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凹模7前后的最高点在同一平面上为基准(在热冲压弯曲2件齿弧半成品模锻件以后即可

得知是否再进行微调该闭合高度)；第三步，热校直步骤：将加热到始锻温度以后的齿弧半

成品模锻件纵向置于热锻模的终锻模膛4中热校直(打击次数1锤次/件)；第四步，T型倒置

压肩步骤：将热校直后的齿弧半成品模锻件纵向T型倒置于热锻模的T型倒置压肩模膛5中

压肩(打击次数1锤次/件)；第五步，热冲压弯曲步骤：将热校直后的齿弧半成品模锻件T型

倒置于热冲压模中的凹模7上定位凹腔7a中，然后启动切边压力机工作开关，在切边压力机

一次行程中即可顺利热冲压弯曲成形；第六步，取出步骤：最后将热冲压弯曲后的齿弧成品

模锻件(参见图1所示)用夹钳横向夹持从卸料凹腔7c中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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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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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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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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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图5b

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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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b

图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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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

图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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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c

图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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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b

图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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