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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汽车发动机降噪元件的冲压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用于汽车发动机降噪元件的

冲压系统，包括下模座、上模座，上模座顶部固定

有模柄，上模座底部安装有冲头固定板、以及垂

直于上模座的导向杆，冲头固定板底部垂直设置

有冲头，冲头的上端贯穿冲头固定板，下模座上

固定有放料板、以及与导向杆相匹配的导向筒，

放料板上设置有与冲头相匹配的冲孔，冲孔依次

贯穿放料板和下模座，所述导向筒底部设置有缓

冲垫，导向杆的下端滑动伸入导向筒内。本发明

利用了导向筒内空气被压缩的原理，缓冲了下移

的导向杆，同时结合缓冲垫，使导向筒内产生的

声音最小化，降低了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

改善了工作环境，不仅保障了操作人员的身体健

康，还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出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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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汽车发动机降噪元件的冲压系统，包括下模座（1）、上模座（2），所述上模座（2）

顶部固定有模柄（7），其特征在于，上模座（2）底部安装有冲头固定板（6）、以及垂直于上模

座（2）的导向杆（13），所述冲头固定板（6）底部垂直设置有冲头（8），所述冲头（8）的上端贯

穿冲头固定板（6）、且固定在上模座（2）的底部，下模座（1）上固定有放料板（4）、以及与导向

杆（13）相匹配的导向筒（12），所述放料板（4）上设置有与冲头（8）相匹配的冲孔（11），所述

冲孔（11）依次贯穿放料板（4）和下模座（1），所述导向筒（12）底部设置有缓冲垫（14），导向

杆（13）的下端滑动伸入导向筒（12）内；所述导向筒（12）的筒壁内设置有多孔吸声材料层

（15），导向筒（12）内壁设置有若干通孔，所述通孔连通多孔吸声材料层（15）和导向筒（12）

内部；所述通孔之间的距离沿导向筒（12）从下至上逐渐增大；所述多孔吸声材料层（15）的

材料为酚醛泡沫塑料；所述冲头固定板（6）下方安装有若干弹簧（9），所述弹簧（9）下端连接

有缓冲板（5），所述冲头（8）下端活动贯穿缓冲板（5），所述下模座（1）与放料板（4）之间设置

有垫板（3），所述冲孔（11）贯穿所述垫板（3）；所述放料板（4）上安装有定位头（10），所述缓

冲板（5）底部设置有与定位头（10）相匹配的定位槽；所述垫板（3）、缓冲板（5）均由聚氨基甲

酸酯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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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汽车发动机降噪元件的冲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消音管制造设备，具体涉及用于汽车发动机降噪元件的冲压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直到现在，人们依然争论着到底是奔驰还是戴姆勒公司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汽

车。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汽车的产生，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出行更加方便，世界因此而变

小。汽车的技术革新在近代可谓是日新月异，在众多的新技术中，消声器的出现极大地降低

了汽车发动机的噪音，使得汽车的出行安静了许多。

[0003] 汽车的消音器能够降低发动机的排气噪声。另外，消声器作为排气管道的一部分，

还需要具备足够的强度和尽量小的排气阻力。按照消声原理和结构，汽车的消音器主要分

为了抗性消声器、阻性消声器和阻抗复合型消声器三类。其中，抗性消声器主要针对中、低

频的噪音，而阻性消声器适用于高频噪音。消声器内部的进气管管壁上开设有许多孔，用以

降低消声器的气流速度，同时只有在孔的固有频率附近的某些频率的声波才能通过该孔，

达到了滤波消声的目的。

[0004] 由于设置孔的重要性，所以在消声器的制造过程中，冲孔模具是必不可少的消声

器制造装置。但是，现有的冲孔模具在制造消音器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噪音，严重恶化了生

产环境，使得操作人员工作在高分贝的工作环境下，不仅不利于身体健康，同时还降低了生

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传统冲孔模具噪声大的缺点，目的在于提供用

于汽车发动机降噪元件的冲压系统，解决了高分贝噪音造成的恶劣的生产环境所导致的不

仅不利于操作人员身体健康、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效率的问题。

[0006]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用于汽车发动机降噪元件的冲压系统，包括下模

座、上模座，所述上模座顶部固定有模柄，上模座底部安装有冲头固定板、以及垂直于上模

座的导向杆，所述冲头固定板底部垂直设置有冲头，所述冲头的上端贯穿冲头固定板、且固

定在上模座的底部，下模座上固定有放料板、以及与导向杆相匹配的导向筒，所述放料板上

设置有与冲头相匹配的冲孔，所述冲孔依次贯穿放料板和下模座，所述导向筒底部设置有

缓冲垫，导向杆的下端滑动伸入导向筒内。在制造车用消音器时，需要通过冲孔模具对金属

板材或带材冲孔然后再卷曲成筒状，所以冲孔模具是制造消音管必不可少的设备。冲孔模

具一般安装在冲床，即冲压式压力机上。通过冲床带动模具的上模座竖直上下移动，从而使

得上模座上的冲头能够对下模座上放置的工件冲孔。但是，传统的冲孔模具在工作时会产

生严重的噪音，使得操作环境恶劣，操作人员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不仅影响操作人员

的身体健康，同时还导致工作效率低、事故率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减

少工作所产生的噪音的冲孔模具。本装置由上模座、下模座和模柄构成，这三个零部件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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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冲孔模具所具备的。不同的是，在上模座的底面上固定有冲头固定板，用来固定垂直

于上模座底部的冲头，上模座的底部还安装有导向杆，导向杆同样垂直于上模座；下模座上

设置有放料板用于放置待冲孔工件，放料板上开有冲孔，所述冲孔贯穿放料板和下模座，所

述冲孔的尺寸与冲头相匹配，冲孔不仅能够使冲头在冲击待冲孔工件后随着惯性继续向下

移动一段距离，还能将冲掉的圆形废料通过冲孔排出模具，使得操作人员无需在冲孔完毕

后清除废料，另外，下模座上还设置有与导向杆尺寸相匹配的导向筒，导向杆沿导向筒中竖

直上下移动，导向筒的底部，即内部的底面上安装有缓冲垫。使用本装置时，将本装置安装

在冲床上，模柄用于实现模具在冲床上的装卡，安装好之后，将待冲孔工件放置在放料板

上，待冲孔的位置与冲头对齐，然后开启冲床，冲床带动上模座沿导向筒竖直向下移动，冲

孔完成后，废料从冲孔中排出，冲床带动上模座沿导向筒竖直向上移动，完成冲孔工序。通

过上述结构，当上模座向下移动时，导向筒底面与导向杆底端所构成的体积快速减小，同

时，由于导向杆与导向筒之间的距离较小，导向筒中原本的空气是来不及逃逸出导向筒的，

所以导向筒内部的空气被压缩，被压缩后的空气对快速落下的导向杆产生阻尼作用，削弱

了导向杆底部对导向筒所产生的冲力，不仅保护了装置，还削弱了撞击所造成的噪音；不仅

如此，导向杆最终撞击在缓冲垫上，缓冲垫不但起到缓冲作用进一步削弱了撞击力，减小噪

音，还对导向杆施加反弹力，使其在向下的速度降至零时，给予导向杆一个向上的初速度，

利于上模座回归至最初的位置。本发明利用了导向筒内空气被压缩的原理，缓冲了下移的

导向杆，同时结合缓冲垫，使导向筒内产生的声音最小化，降低了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噪

音，改善了工作环境，不仅保障了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还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出错率。

[0007] 进一步地，导向筒的筒壁内设置有多孔吸声材料层，导向筒内壁设置有若干通孔，

所述通孔连通多孔吸声材料层和导向筒内部。由于导向杆与导向筒之间的缝隙窄，导致缝

隙内的空气流动速度快，也会产生噪声，因此在导向筒的筒壁上开设若干通孔，由于缝隙在

通孔处突然增大，因此通孔可以降低导向筒内壁表面流过空气的速度，从而减小噪声。另

外，导向筒的筒壁内还设置有多孔吸声材料层，当声波通过通孔入射到多孔吸声材料层的

表面时，声波产生的振动引起孔内的空气运动，造成空气与孔壁的摩擦，由于摩擦或粘滞力

的作用，一部分声能转化为了热能，从而达到衰减声波的目的，降低了噪音。

[0008] 进一步地，通孔之间的距离沿导向筒从下至上逐渐增大。噪声主要来自于导向杆

底端与缓冲垫的撞击，所以声波的源头主要在导向筒底部附近，增大导向筒底部附近通孔

的个数，能够更好的将噪音声波引至多孔吸声材料层中，达到降低噪音的目的。

[0009] 进一步地，多孔吸声材料层的材料为酚醛泡沫塑料。酚醛泡沫塑料是一种耐热的

柔性隔音材料，不仅具有良好的隔音效果，而且耐热性好，能够承受装置在高强度使用时，

导向筒与导向杆摩擦、声能的转换所产生的热能。

[0010] 进一步地，冲头固定板下方安装有若干弹簧，所述弹簧下端连接有缓冲板，所述冲

头下端活动贯穿缓冲板，所述下模座与放料板之间设置有垫板，所述冲孔贯穿所述垫板。冲

头固定板下方设置有缓冲板，缓冲板与冲头固定板之间设置有弹簧，而放料板下方设置有

垫板。碰撞时，缓冲板代替了冲头固定板，与放料板、待冲孔工件发生碰撞，而冲头则直接撞

击在待冲孔工件上，之后冲头继续伸至冲孔内，而缓冲板将冲力卸给了弹簧，弹簧通过压缩

进一步减弱冲击力，下模座上的垫板也起到了缓冲作用，有效地减缓了撞击力，达到了保护

装置的目的。另外，由于撞击作用减弱，撞击所产生的噪声也相应地减小。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238563 B

4



[0011] 进一步地，放料板上安装有定位头，所述缓冲板底部设置有与定位头相匹配的定

位槽。将待冲孔工件放置在放料板上时，可以将待冲孔工件抵在定位头上，使得冲头冲击待

冲孔工件时，冲头下端面与待冲孔工件表面不会发生相对移动，缓冲板与放料板接触时，定

位头进入定位槽中。定位头与定位槽相配合能够提升冲孔精度。

[0012] 进一步地，垫板、缓冲板均由聚氨基甲酸酯制成。聚氨基甲酸酯又被称作聚氨酯材

料，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因其良好的弹性而应用在诸多领域。垫板、缓冲板采用聚氨基甲酸

酯制成，能够确保垫板和缓冲板具有较好的弹性和缓冲效果，进一步降低上模座与下模座

合拢时，放料板与缓冲板之间碰撞所产生的冲力。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4] 1、本发明利用了导向筒内空气被压缩的原理，缓冲了下移的导向杆，同时结合缓

冲垫，使导向筒内产生的声音最小化，降低了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改善了工作环境，

不仅保障了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还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出错率；

[0015] 2、通过在导向筒的筒壁内设置多孔吸声材料层、以及在导向筒内壁上设置若干通

孔连通导向筒内部与多孔吸声材料层，不仅降低了导向筒内壁表面流过的空气的速度，从

而减小噪声，同时声波通过通孔入射到多孔吸声材料层的表面时，声波产生的振动引起孔

内的空气运动，造成空气与孔壁的摩擦，由于摩擦或粘滞力的作用，一部分声能转化为了热

能，从而达到衰减声波的目的，进一步降低了噪音；

[0016] 3、本发明将通孔之间的距离设置为沿导向筒从下至上逐渐增大，针对噪声源头的

噪音声波进行引导，使其进入多孔吸声材料层中，达到良好的降低噪音的目的；

[0017] 4、本发明的垫板、缓冲板均由聚氨基甲酸酯制成，聚氨基甲酸酯是一种高分子材

料，垫板、缓冲板采用聚氨基甲酸酯，能够确保垫板和缓冲板具有较好的弹性和缓冲效果，

降低上模座与下模座合拢时，放料板与缓冲板之间碰撞所产生的冲力。

附图说明

[0018]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

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19]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中标记及对应的零部件名称：

[0021] 1-下模座，2-上模座，3-垫板，4-放料板，5-缓冲板，6-冲头固定板，7-模柄，8-冲

头，9-弹簧，10-定位头，11-冲孔，12-导向筒，13-导向杆，14-缓冲垫，15-多孔吸声材料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作

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3] 实施例

[0024]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为用于汽车发动机降噪元件的冲压系统，包括下模座1、上模座

2，上模座2顶部固定有模柄7，上模座2底部安装有冲头固定板6、以及垂直于上模座2的导向

杆13，冲头固定板6底部垂直设置有冲头8，冲头8的上端贯穿冲头固定板6、且固定在上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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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底部，下模座1上固定有放料板4、以及与导向杆13相匹配的导向筒12，放料板4上设置有

与冲头8相匹配的冲孔11，冲孔11依次贯穿放料板4和下模座1，导向筒12底部设置有缓冲垫

14，导向杆13的下端滑动伸入导向筒12内。导向筒12的筒壁内设置有多孔吸声材料层15，导

向筒12内壁设置有若干通孔，通孔连通多孔吸声材料层15和导向筒12内部。通孔之间的距

离沿导向筒12从下至上逐渐增大。多孔吸声材料层15的材料为酚醛泡沫塑料。冲头固定板6

下方安装有若干弹簧9，弹簧9下端连接有缓冲板5，冲头8下端活动贯穿缓冲板5，下模座1与

放料板4之间设置有垫板3，冲孔11贯穿所述垫板3。放料板4上安装有定位头10，缓冲板5底

部设置有与定位头10相匹配的定位槽。垫板3、缓冲板5均由聚氨基甲酸酯制成。使用本装置

时，将本装置安装在冲床上，模柄7用于实现本装置在冲床上的装卡；安装好之后，将待冲孔

工件放置在放料板4上，并与定位头10相抵；开启冲床，冲床带动上模座2沿导向筒12竖直向

下移动，冲头8撞击在待冲孔工件上，缓冲板5与放料板4碰撞，碰撞发生后，冲头8和废料一

同进入冲孔11中，废料通过冲孔11排出，放料板4通过垫板3卸去冲力，同样，缓冲板5与弹簧

9配合卸去冲力，而此时导向杆13底端与缓冲垫14接触；冲孔完毕后，冲床带动上模座2竖直

向上运动，回至最初位置，将工件取下，冲孔工序完毕。本发明利用了导向筒12内空气被压

缩的原理，缓冲了下移的导向杆13，同时结合缓冲垫14，使导向筒12内产生的声音最小化，

降低了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改善了工作环境，不仅保障了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还提

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出错率。

[0025]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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