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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

具结构，包括上模座、下模座、一级双动斜楔结构

以及两个二级双动斜楔结构；一级双动斜楔结构

包括设置在下模座上的一级滑块、设置在一级滑

块上的第一侧翻边部、设置在一级滑块上的第一

侧整驱动块、设置在上模座上的一级驱动块、设

置在上模座上的第一侧整斜楔和设置在第一侧

整斜楔上的第一侧整镶块；二级双动斜楔结构包

括设置在一级滑块上的二级滑块、设置在二级滑

块上的第二侧翻边部、设置在二级滑块上的第二

侧整驱动块、设置在上模座上的二级驱动块、可

滑动的设置在上模座上的第二侧整斜楔和设置

在第二侧整斜楔上的第二侧整镶块。本发明能够

在一道工序中完成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

翻边和两条大灯处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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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具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上模座（2）、下模座（1）、一

个用于冲压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的一级双动斜楔结构以及两个分别用于冲压

汽车前罩外板的两条大灯处翻边的二级双动斜楔结构；

所述一级双动斜楔结构包括可滑动的设置在所述下模座（1）上的一级滑块（3）、设置在

所述一级滑块（3）上的第一侧翻边部（5）、设置在所述下模座（1）上的第一侧整驱动块（8）、

设置在所述上模座（2）上的一级驱动块（4）、可滑动的设置在所述上模座（2）上的第一侧整

斜楔（6）、设置在所述第一侧整斜楔（6）上的第一侧整镶块（7）以及设置在所述一级滑块（3）

和所述下模座（1）之间的第一弹性复位件（9），所述一级驱动块（4）用于驱使所述一级滑块

（3）滑动，所述第一侧整驱动块（8）用于驱使所述第一侧整斜楔（6）向后滑动，所述第一侧整

镶块（7）用于与所述第一侧翻边部（5）配合冲压出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

所述二级双动斜楔结构包括可滑动的设置在所述一级滑块（3）上的二级滑块（10）、设

置在所述二级滑块（10）上的第二侧翻边部（11）、设置在所述二级滑块（10）上的第二侧整驱

动块（15）、设置在上模座（2）上的二级驱动块（12）、可滑动的设置在所述上模座（2）上的第

二侧整斜楔（13）、设置在所述第二侧整斜楔（13）上的第二侧整镶块（14）以及设置在所述二

级滑块（10）和所述一级滑块（3）之间的第二弹性复位件（16），所述二级驱动块（12）用于驱

使所述二级滑块（10）滑动，所述第二侧整驱动块（15）用于驱使所述第二侧整斜楔（13）向斜

后方滑动，所述第二侧整镶块（14）用于与所述第二侧翻边部（11）配合冲压出汽车前罩外板

的大灯处翻边；

所述一级双动斜楔结构和所述二级双动斜楔结构配置成：在合模过程中，所述一级驱

动块（4）驱使所述一级滑块（3）完成滑动以后所述二级驱动块（12）驱使所述二级滑块（10）

滑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弹性

复位件（9）和所述第二弹性复位件（16）均为氮气气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侧整

斜楔（6）和所述上模座（2）之间以及所述第二侧整斜楔（13）和所述上模座（2）之间均设有弹

性复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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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具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冲压模具，具体涉及一种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具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汽车前罩外板边缘处的翻边均是通过双动斜楔结构实现，如图7所示，双动斜

楔结构包括可滑动的设置在下模101上的滑块102、设置在滑块102上的下驱动块104、设置

在上模上的上驱动块103、可滑动的设置在上模上的斜楔105、设置在滑块102上的侧翻边部

107、设置在斜楔105上的侧整镶块106以及设置在滑块102和下模101之间的复位气缸。在工

作时，上模向下运动，上驱动块103先驱动滑块102滑动至工作位置，然后下驱动块104驱动

斜楔105滑动，以使得侧整镶块106和侧翻边部107配合以在汽车前罩外板边缘处冲压出翻

边，接着上模向上运动，侧整镶块106脱离工作区域，复位气缸驱动滑块102复位。

[0003] 而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和两条大灯处翻边相邻且存在夹角，若采用三

个双动斜楔结构来形成前保险杠处翻边和两条大灯处翻边的话，在复位过程中三个双动斜

楔结构之间会发生干涉。因此现有技术中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和两条大灯处翻

边通过两道工序成型，如图5和图6所示，先通过第一道工序完成两条大灯处翻边，然后通过

第二道工序完成前保险杠处翻边，通过两道工序上完成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和

两条大灯处翻边存在以下缺点：工装成本、生产成本高、翻边质量不佳且易产生回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具结构，以在一道工序中完成

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和两条大灯处翻边。

[000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具结构，包括上模座、下模座、一个用

于冲压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的一级双动斜楔结构以及两个分别用于冲压汽车

前罩外板的两条大灯处翻边的二级双动斜楔结构；

[0006] 所述一级双动斜楔结构包括可滑动的设置在所述下模座上的一级滑块、设置在所

述一级滑块上的第一侧翻边部、设置在所述下模座上的第一侧整驱动块、设置在所述上模

座上的一级驱动块、可滑动的设置在所述上模座上的第一侧整斜楔、设置在所述第一侧整

斜楔上的第一侧整镶块以及设置在所述一级滑块和所述下模座之间的第一弹性复位件，所

述一级驱动块用于驱使所述一级滑块滑动，所述第一侧整驱动块用于驱使所述第一侧整斜

楔滑动，所述第一侧整镶块用于与所述第一侧翻边部配合冲压出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

处翻边；

[0007] 所述二级双动斜楔结构包括可滑动的设置在所述一级滑块上的二级滑块、设置在

所述二级滑块上的第二侧翻边部、设置在所述二级滑块上的第二侧整驱动块、设置在上模

座上的二级驱动块、可滑动的设置在所述上模座上的第二侧整斜楔、设置在所述第二侧整

斜楔上的第二侧整镶块以及设置在所述二级滑块和所述一级滑块之间的第二弹性复位件，

所述二级驱动块用于驱使所述二级滑块滑动，所述第二侧整驱动块用于驱使所述第二侧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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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楔滑动，所述第二侧整镶块用于与所述第二侧翻边部配合冲压出汽车前罩外板的大灯处

翻边；

[0008] 所述一级双动斜楔结构和所述二级双动斜楔结构配置成：在合模过程中，所述一

级驱动块驱使所述一级滑块完成滑动以后所述二级驱动块驱使所述二级滑块滑动。

[0009] 进一步，所述第一弹性复位件和所述第二弹性复位件均为氮气气缸。

[0010] 进一步，所述第一侧整斜楔和所述上模座之间以及所述第二侧整斜楔和所述上模

座之间均设有弹性复位件。

[0011]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能够将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和两条大灯处翻边在

一道工序中完成，节约了模具成本，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减少了工序间的翻边接刀，减小

了翻边形状的回弹，提升了翻边品质。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的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具结构的俯视图；

[0013] 图2为图1中的A-A剖视图；

[0014] 图3为图1中的B-B剖视图；

[0015] 图4为图1中的C-C剖视图；

[0016] 图5为背景技术中所述的第一道工序的示意图；

[0017] 图6为背景技术中所述的第二道工序的示意图；

[0018] 图7为背景技术中所述的双动斜楔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下模座；

[0020] 2—上模座；

[0021] 3—一级滑块；

[0022] 4—一级驱动块；

[0023] 5—第一侧翻边部；

[0024] 6—第一侧整斜楔；

[0025] 7—第一侧整镶块；

[0026] 8—第一侧整驱动块；

[0027] 9—第一弹性复位件；

[0028] 10—二级滑块；

[0029] 11—第二侧翻边部；

[0030] 12—二级驱动块；

[0031] 13—第二侧整斜楔；

[0032] 14—第二侧整镶块；

[0033] 15—第二侧整驱动块；

[0034] 16—第二弹性复位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6] 如图1至图4所示的一种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具结构，包括上模座2、下模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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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用于冲压汽车前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的一级双动斜楔结构以及两个分别用于冲

压汽车前罩外板的两条大灯处翻边的二级双动斜楔结构；一级双动斜楔结构包括可滑动的

设置在下模座1上的一级滑块3、设置在一级滑块3前部的第一侧翻边部5、设置在下模座1上

的第一侧整驱动块8、设置在上模座2上的一级驱动块4、可滑动的设置在上模座2上的第一

侧整斜楔6、设置在第一侧整斜楔6上的第一侧整镶块7以及设置在一级滑块3和下模座1之

间的第一弹性复位件9，一级驱动块4用于驱使一级滑块3向前滑动，第一侧整驱动块8用于

驱使第一侧整斜楔6向后滑动，第一侧整镶块7用于与第一侧翻边部5配合冲压出汽车前罩

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一级驱动块4固定安装在上模座2上，一级驱动块4下端设有主动斜

面，一级滑块3的后部设有与一级驱动块4下端的主动斜面配合的被动斜面，下模座1或一级

滑块3上具有在一级滑块3运动至工作位置后供一级驱动块4继续向下运动的空间；二级双

动斜楔结构包括可滑动的设置在一级滑块3上的二级滑块10、设置在二级滑块10后部的第

二侧翻边部11、设置在二级滑块10上的第二侧整驱动块15、设置在上模座2上的二级驱动块

12、可滑动的设置在上模座2上的第二侧整斜楔13、设置在第二侧整斜楔13上的第二侧整镶

块14以及设置在二级滑块10和一级滑块3之间的第二弹性复位件16，二级驱动块12用于驱

使二级滑块10向斜前方滑动，第二侧整驱动块15用于驱使第二侧整斜楔13向斜后方滑动，

第二侧整镶块14用于与第二侧翻边部11配合冲压出汽车前罩外板的大灯处翻边，二级驱动

块12下端设有主动斜面，二级滑块10的前部设有与二级驱动块12下端的主动斜面配合的被

动斜面，二级滑块10的中部设有在二级滑块10运动至工作位置后供二级驱动块12继续向下

运动的凹槽；一级双动斜楔结构和二级双动斜楔结构配置成：在合模过程中，一级驱动块4

驱使一级滑块3完成滑动以后二级驱动块12驱使二级滑块10滑动，通过设定一级驱动块4和

一级滑块3在上下方向的最大间隙以及二级驱动块12与二级滑块10在上下方向的最大间隙

即可实现上述配置。一级滑块3和下模座1之间可以通过直线导向结构连接在一起，直线导

向结构可以是滑槽以及与滑槽配合的滑块，从而将一级滑块3可滑动的设置在下模座1上。

[0037] 作为一种优选，第一弹性复位件9和第二弹性复位件16均为氮气气缸。

[0038] 进一步，第一侧整斜楔6和上模座2之间以及第二侧整斜楔13和上模座2之间均设

有弹性复位件。

[0039] 上述的一种汽车前罩外板斜楔翻边模具结构的工作过程为：

[0040] 合模时，上模座2向下运动，一级驱动块4随着上模座2向下运动，一级驱动块4下端

的主动斜面与一级滑块3接触并驱动一级滑块3向前滑动，直至一级滑块3滑动至工作位置，

同时第一弹性复位件9受挤压收缩；然后上模座2继续向下运动，二级驱动块12下端的主动

斜面与二级滑块10接触并驱动二级滑块10向斜前方滑动，直至二级滑块10滑动至工作位

置；接着上模座2继续向下运动，第一侧整斜楔6与第一侧整驱动块8接触，第一侧整驱动块8

驱使第一侧整斜楔6向后运动，使第一侧整镶块7逐渐靠近第一侧翻边部5以冲压出汽车前

罩外板的前保险杠处翻边，第二侧整斜楔13与第二侧整驱动块15接触，第二侧整驱动块15

驱使第二侧整斜楔13向斜后方运动，使第二侧整镶块14逐渐靠近第二侧翻边部11以冲压出

汽车前罩外板的大灯处翻边。开模时，上模座2向上运动，第一侧整斜楔6和第二侧整斜楔13

在弹性复位件的作用下复位，第一侧整镶块7逐渐远离第一侧翻边部5，第二侧整镶块14逐

渐远离第二侧翻边部11，然后第二弹性复位件16驱动二级滑块10向斜后方滑动直至复位，

接着第一弹性复位件9驱动一级滑块3向后滑动直至复位，从而完成一个冲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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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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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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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8

CN 110153290 B

8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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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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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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