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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半成品部件和机动车组件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具有金属板或带形式的定制半

成品部件(5、6、7、8、9)，其是由第一坯件(1)和至

少一个第二坯件(2)形成，并且该第一和至少一

个第二坯件实体地、摩擦地和/或粘合地(3)彼此

接合，其中，该第一坯件(1)包括超高强度的单片

材料，并且也涉及由本发明的定制半成品部件

(5、6、7、8、9)制造的机动车组件(5'、6'、7'、8'、

9')。所述的提供用于制造机动车组件的定制半

成品部件的目的通过权利要求1的特征得以实

现，其在降低的质量方面具有可比的或改善的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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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金属板或金属带形式的定制半成品部件(5、6、7、8、9)，其是由第一坯件(1)

和至少一个第二坯件(2)形成的，并且所述第一坯件和至少一个第二坯件实体地、摩擦地

和/或粘合地(3)被彼此接合，其中，所述第一坯件(1)由超高强度的单片材料组成，其特征

在于，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坯件(2)由金属多层复合材料构成，其中，所述金属多层复合材料

包括至少三个金属层，其中，至少金属芯层相对于至少一个金属覆盖层具有不同组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成品部件，其特征在于，至少金属芯层相对于至少一个金属

覆盖层具有更高的强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半成品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多层复合材料在各区

域具有不同的厚度，其中所述金属多层复合材料被构造为柔性轧制半成品部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半成品部件，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额外的坯件(4)被实体

地、摩擦地和/或粘合地(3)接合到所述第一坯件(1)和/或第二坯件(2)，其中，所述额外的

坯件包括金属多层复合材料或单片材料。

5.根据前述权利要求1-2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半成品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坯件

(1)包括超高强度的钢材。

6.根据前述权利要求5所述的半成品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坯件(1)包括超高强

度的可硬化的钢材。

7.根据前述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成品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多层复合材料的至少

一层包括超高强度的钢材。

8.根据前述权利要求7所述的半成品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多层复合材料的芯层

包括超高强度的钢材。

9.根据前述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半成品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超高强度的钢材为超

高强度的可硬化的钢材。

10.由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定制半成品部件(5、6、7、8、9)制造的机动

车组件(5'、6'、7'、8'、9')。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机动车组件，其特征在于，其作为车辆制造中的结构组件。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机动车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组件被构造作为A、B、

C、D柱、侧壁框架、窗台板、纵向杆、横向杆、隧道加固件、屋顶框架或碰撞吸能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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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半成品部件和机动车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以金属板或带形式的定制半成品部件，所述金属板或带是由第一板和

至少一个第二板形成的，并且所述第一和至少一个第二板被实体地、摩擦地和/或粘合地彼

此结合，其中，所述第一板包括超高强度、单片材料，并且涉及由本发明的定制半成品部件

制造的机动车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定制的半成品部件对于现有技术而言是已知的，并且在本领域中被称为用于金属

片的“定制板坯”或“拼焊板”和用于带状的特别是冷轧的卷/圈的“量身定制带”或“拼焊

圈”。它们具有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被进一步地加工为组件，特别是机动车的组件，相比于

单片材料其具有可以根据需要单独配置的属性。例如，具有不同的片材厚度的相同类型的

或者具有不同类型的其它材料的至少两种材料可以被彼此接合起来。

[0003] 定制的半成品部件和由此制造的用于机动车辆的结构组件的例子在如下链接中

进行了披露：http://www.i-car.com/pdf/advantage/online/2004/120604.pdf。此外，制

造用于机动车辆的组件的工艺由欧洲专利文献EP  2  228  459是已知的。所披露的半成品部

件，其包括借助于激光焊接接缝被彼此接合起来的由可硬化钢材料组成的坯料和由高锰钢

材组成的坯料，被加热到可硬化钢材料的奥氏体化温度并且在热成型工具里进行成型，并

且与此同时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冷却，即马氏体微结构被形成在该硬化的钢材料里。因此，不

同的特性可以被设置在组件里。该硬化区在断裂时以相对低的伸长率而具有高的拉伸强

度，而由高锰钢材料形成的区域即使在热处理后也不具有该显著性特性，即在断裂时，在适

度的拉伸强度下高的伸长率被保持。在汽车发生碰撞组件在车辆制造时被施加应力的情况

下，尤其是，至少两个不同的区域是有利的，该至少两个不同的区域可被划分为在碰撞的情

况下防止侵入并且保护乘客舱的至少一个强/硬区，以及通过变形吸收碰撞能量的至少一

个软/韧性区域。然而，在断裂时具有高伸长率的软/韧性材料具有有限的拉伸强度。此外，

并非所有的材料都适于热成型而无它们的特性特别是在断裂时的伸长率由于硬化而被损

害。汽车制造的趋势是降低车辆重量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首先，采用例如轻质材料进行替换，这在某些组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或者仅在克服巨大困

难情况下并且与其相关联的通常也只有在更大成本时才是可能的，或者，第二，通过进一步

降低现有组件的厚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增加材料的强度则受到技术限制。

发明内容

[0004] 由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用于制造车辆组件的定制半成品部件，其具有与降低

的质量相当的或者改进的特性。

[0005] 指明所讨论类型的半成品部件的目的是通过至少一个第二坯件实现的，该第二坯

料包括金属多层复合材料和单片材料和/或在某些区域具有不同厚度的金属多层复合材

料，特别是被构造为灵活的冷轧半成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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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本发明提出金属多层复合材料是非常合适用于设置单片材料所不具有的性能。不

同材料的灵活选择和组合使得那些迄今为止相互矛盾的例如在断裂时同时具有高伸长率

的高的拉伸强度的特性被组合在半成品部件里成为可能。存在在断裂时高拉长率是必要的

定制的半成品部件或者组件的区域里减轻车辆重量的潜力。在多层复合材料里，由于断裂

时所需的伸长率而增加的拉伸强度，合适金属材料所针对的组合使得该区域中的厚度被进

一步地减小成为可能，这在总的组件的重量方面可以具有有利效果。该金属多层复合材料

优选地包括至少三个金属层，其中至少金属芯层相对于至少一个金属覆盖层具有不同的组

分并且特别是较高的强度。优选采用不锈钢材料。该金属多层复合材料优选通过辊接合进

行制备。这样的工艺在例如德国专利文件DE  10  2005  006  606中进行描述。作为替代方案，

例如当使用铝材料时，铸造工艺也是可能的。根据本发明的结构还提供了单片材料和/或金

属多层复合材料的某些区域具有不同的厚度并且特别是被构造为柔性轧制半成品部件。在

现有技术中以“量身定做轧坯”的名义已知的柔性轧制或工艺流程使得进一步减轻重量成

为可能。因此，例如各种组合提供本发明的半成品部件也是可能的。

[0007]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至少一个额外的坯料被实体地、摩擦地和/或粘合地接

合到所述第一和/或第二坯件，该额外的坯料包括金属多层复合材料或单片材料。这具有如

下优点，即半成品部件或汽车组件具有有不同性质的多于两个的区域，并且可以更换进一

步组件的新功能通过对该组件有针对性的选择和设置可以被引入。这使得进一步减少重量

成为潜在的可能性。

[0008] 本发明的定制半成品部件可以被设计或者用于热成型或者用于冷成型。在热成型

的情况下，“超高强度”一词是指钢材料在组件处于成品状态下具有至少1200兆帕，特别是

至少1500兆帕的抗张强度。在钢材料冷成型的情况下，目标是至少700兆帕的抗张强度。当

使用铝材料时，其目标为成品组件具有至少400MPa的拉伸强度。

[0009] 在本发明的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第一坯件包括的超高强度的特别是可硬化的钢

材。具有至少为700MPa，特别是至少800兆帕，特别优选至少900兆帕拉伸强度的钢材料适合

于冷成型。经过热压成型，在成品组件里该区域具有非常高的拉伸强度。可硬化的材料优选

锰硼钢。取决于材料组分并且特别是由于碳含量的功能数，达到至少1500兆帕，特别是至少

1800兆帕的抗张强度是可能的。

[0010] 在本发明的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该金属多层复合材料的至少一个层，特别是芯

层，特别优选地包括超高强度特别是可硬化的钢材。这具有的优点在于，特别是该复合材料

的拉伸强度可以经由芯层的厚度以针对性地方式进行设置。在优选的三层钢复合材料的情

况下，两个覆盖层优选包括不可硬化的可延展的钢材料，并且例如在成品状态下具有小于

可硬化钢抗拉强度三分之一的拉伸强度，并且在断裂时伸长率通过改变其厚度可以进行适

当地调整。作为替代，具有芯层的钢复合材料可以由在断裂时具有高伸长率的钢材料和包

括超高强度特别是可硬化的钢材的覆盖层组成。该复合材料并不限于三层。

[0011]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定制半成品部件使得制造满足必要要求并且具有较低重量的

机动车组件成为可能。结构部件，尤其是A，B，C，D柱、侧壁框架、窗台板、纵向杆、横向杆、隧

道加固件、顶部框架或碰撞吸能盒优选由其进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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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本发明参照描绘实例的附图进行如下说明。相同的部件采用相同的附图标记。附

图示出：

[0013] 图1以示意性侧视图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定制半成品部件制造的第一机动车组

件；

[0014] 图2a和2b以示意性侧视图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定制半成品部件制造的第二和

第三个机动车组件；

[0015] 图3以示意性侧视图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定制半成品部件制造的第四机动车组

件；

[0016] 图4以示意性侧视图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定制半成品组件制造的第五机动车组

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图1以示意性侧视图示出了B柱形式的第一机动车组件5'。根据本发明被设计用于

生产或成型B柱5'的该定制半成品部件5具有第一坯件1和第二坯件2；其中，所述第一坯件1

由超高强度的单层钢材料优选可硬化钢材料组成的，所述第二坯件2由金属多层复合材料

构成，其优选具有由可硬化钢材料构成的芯层和由不可硬化的延展性钢材料组成的两个覆

盖层，该芯层具有所述符合材料总厚度的50％至80％范围内的厚度。两个坯料1，2借助于焊

接接缝3在对接接头里被彼此接合以形成单件；它们优选分别借助于激光或者优选借助于

高频焊接方法以带状形式被彼此接合。金属多测复合材料2的应用使得在断裂时高伸长率

和高拉伸强度可以以有针对性地方式进行设置，由此该复合材料2的厚度可进一步减小，并

且与现有技术中已知的组件相比，具有与降低的质量相当的或改进的特性可以被提供。此

外，坯件1还可以被配置为柔性轧制半成品部件。

[0018] 图2a以示意性侧视图示出了以前纵向杆形式的第二机动车组件6'。如图1所示，描

述根据本发明被设计用于生产或成型以得到纵向杆6'的定制半成品部件6包括第一坯件1

和第二坯件2。为了避免重复，对第一次出现的数字标记进行描述。还可以设想的是坯料1

和/或坯件2被配置为柔性轧制半成品部件。在图2b中，根据本发明的定制的半成品部件7具

有额外的坯件4，其例如由可延展性单片材料构成，但优选进一步的金属多层复合材料，其

具有断裂时更高的伸长率和相比于通过焊接接缝3被接合以形成单件的坯件2具有优选被

降低的抗拉强度，以便新的功能可以通过对组件的有针对性地选择和布置而被引入，例如

通过在后纵向杆7'上集成碰撞吸能盒。这使得更换其它组件在本实施例中常规的碰撞吸能

盒成为可能，由此车体的总重量可以进一步地减小。

[0019] 图3以示意性侧视图示出了以前纵向杆形式的第四机动车部件8'。根据本发明其

被设计用于生产或成型以得到纵向杆8'的定制半成品部件8包括第一坯件1和第二坯件2，

其中所述第一坯料1由优选的可硬化单层钢材料构成以及所述第二坯件2由金属多层复合

材料构成的，其优选具有可硬化钢材料的芯层和由不可硬化的延展性钢材料构成的两个覆

盖层，如图1所描述，该第一坯料和第二坯料经由焊接接缝3被彼此接合以形成单件。还可以

设想的是坯料1和/或坯件2被配置为柔性轧制半成品部件。

[0020] 图4以示意性侧视图示出了以A柱形式的第五机动车组件9'。根据本发明的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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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产生或成型以得到A柱9'的定制半成品部件9包括两个坯件1和坯件2，该两个坯料1中

的每一个是由超高强度的、单层钢材料，优选可硬化钢材料组成，坯件2被布置在两个坯料1

之间并且通过焊接接缝3接合到这些坯料1以形成单件并且其由金属多层复合材料组成，该

金属多层复合材料优选具有具有由可硬化钢材料构成的芯层和由不可硬化的延展性钢材

料组成的两个覆盖层，该芯层具有所述符合材料总厚度的50％至80％范围内的厚度。还可

以设想的是一个或两个坯料1和/或坯件2被配置为柔性轧制半成品部件。

[0021] 附图标记说明

[0022] 1   超高强度的单片材料(第一坯料)

[0023] 2  金属多层复合材料(第二坯料)

[0024] 3   焊接接缝

[0025] 4   延展性材料

[0026] 5   用于B柱的半成品部件

[0027] 5'  B柱

[0028] 6   用于前纵向杆的半成品部件

[0029] 6' 前纵向杆

[0030] 7   用于后纵向杆的半成品部件

[0031] 7'  后纵向杆

[0032] 8   用于A柱的半成品部件

[0033] 8'  A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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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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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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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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