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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

(57)摘要

本新型公开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

具,包括上底座、上模座、下模座及下底座；上模

座上设导柱,导柱能插入或退出设在下模座上的

导套内,匹配模具合模/脱模；上模座底端设有冲

裁模、成型模、冲孔模和裁断模,下模座上匹配设

有冲裁下模、成型下模、冲孔下模和裁断下模；冲

裁模与冲裁下模配合并用于在五金板材上一体

冲裁成型具有两对称设置的汽车轮罩胚体的连

体胚体；成型模与成型下模配合并用于对两汽车

轮罩胚体进行端头与裙部成型,匹配成型汽车轮

罩连体初胚；冲孔模与冲孔下模配合并在汽车轮

罩连体初胚的每一汽车轮罩初胚的端头双冲孔,

匹配成型连体汽车轮罩；裁断模与裁断下模配合

能将连体汽车轮罩裁切为两单体汽车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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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包括自上而依次设置的上底座、上模

座、下模座及下底座；所述上模座上通过轴承安装若干导柱,所述下模座上匹配导柱位置上

通过轴承安装导套,每一导柱活动插入/退出导套内,匹配冲压模具的合模/脱模；所述上模

座底端沿横向方向依次设有冲裁模、成型模、冲孔模和裁断模,所述下模座上与冲裁模、成

型模、冲孔模和裁断模匹配相对的位置上一一对应设有冲裁下模、成型下模、冲孔下模和裁

断下模；所述冲裁模与冲裁下模配合并用于在五金板材上一体冲裁成型具有两对称设置的

汽车轮罩胚体的连体胚体；所述成型模与成型下模配合并用于对两汽车轮罩胚体进行端头

与裙部成型,匹配成型汽车轮罩连体初胚；所述冲孔模与冲孔下模配合并在汽车轮罩连体

初胚的每一汽车轮罩初胚的端头双冲孔,匹配成型连体汽车轮罩；所述裁断模与裁断下模

配合能将连体汽车轮罩裁切为两单体汽车轮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座通

过螺栓与上底座固接,所述冲裁模、成型模、冲孔模和裁断模均通过螺丝配合轴柱与所述上

模座连接；所述下模座通过螺栓与下底座固接,且所述冲裁下模、成型下模、冲孔下模和裁

断下模通过螺丝配合轴柱与所述下模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座底

端设若干竖向延伸的定位柱,所述下模座上设在数目上和位置上与定位柱相匹配的定位

台,所述冲压模具合模,所述定位柱与定位台对接,匹配冲裁模、成型模、冲孔模和裁断模分

别与冲裁下模、成型下模、冲孔下模和裁断下模定位合模并进行冲裁、成型、冲孔及裁断加

工。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

述冲裁模包括冲模板,所述冲模板上设两组轮廓冲模组,每一组轮廓冲模组均包括若干个

凸模,每一组的若干凸模分散排布在冲模板上,且若干凸模被设置为各凸模依次冲裁能匹

配冲裁出汽车轮罩胚体的轮廓；所述冲裁下模包括两组轮廓凹模组,每一组轮廓凹模均包

括在数目上和位置上与每一组件轮廓冲模组的若干个凸模相匹配的凹模,所述冲压模具合

模，每一组轮廓冲模组的若干个凸模冲入匹配的凹模内,匹配在五金板材上一体冲裁成型

具有两对称设置的汽车轮罩胚体的连体胚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型模包

括沿横向方向依次设置且在纵向方向两两中心对称设置的端头成型模、裙部成型模、端头

弯折模及裙部弯折模,且端头成型模、裙部成型模、端头弯折模及裙部弯折模分别制有成型

汽车轮罩胚体的端头与裙部和对端头和裙部弯折加工的型槽；所述成型下模包括设在下模

座上的端头成型凸模、裙部成型凸模、端头弯折凸模及裙部弯折凸模,所述端头成型凸模、

裙部成型凸模、端头弯折凸模及裙部弯折凸模在位置上和数目上与所述端头成型模、裙部

成型模、端头弯折模及裙部弯折模相匹配,两端头成型模、两裙部成型模、两端头弯折模和

两裙部弯折模均以位于成型模位置上的连体汽车轮罩胚体的中心为对称中心；所述冲压模

具合模,所述端头成型模、裙部成型模、端头弯折模和裙部弯折模分别盖压在端头成型凸

模、裙部成型凸模、端头弯折凸模和裙部弯折凸模上,匹配对两汽车轮罩胚体进行端头与裙

部成型和端头与裙部弯折,匹配成型汽车轮罩连体初胚。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冲孔模和

裁断模均设在与上模座固接的第一冲模板上,且所述冲孔模在位置上位于所述成型模和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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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模之间,所述冲孔模包括两组纵向对称设置的冲头组，每一冲头组包括两沿横向方向间

隔设置的冲头,每一冲头竖向固设在所述第一冲模板上；所述冲孔下模包括设在下模座上

并与两冲头组匹配正对的凸台,每一凸台用于搁置汽车轮罩初胚，每一凸台上均制有两沿

横向方向间隔设置的凹槽，每一凹槽在位置上与一冲头匹配对应；所述冲压模具合模,两组

冲头组的冲头伸入匹配的凹槽内并对汽车轮罩连体初胚的每一汽车轮罩初胚的端头进行

双冲孔,匹配成型连体汽车轮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裁断模为

竖向固设在第一冲模板上的凸模冲刀,所述裁断下模上制有在结构上与凸模冲刀相匹配的

凹槽，所述凹槽竖向延伸并贯穿所述裁断下模且连通设在下模座上的槽孔；所述冲压模具

合模，所述裁断模冲入凹槽内并将连体汽车轮罩裁切为两个单体汽车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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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五金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参考附图1,为现有汽车五金零件中的一种汽车轮罩001 ,其包括端头002和裙部

003,端头上成型有孔004。实际制备中是通过将五金板经过冲裁、成型、冲孔以及裁断而制

备而成。对应此类五金零件常常需要通过冲压模具来完成制备。而现有技术中对该种五金

零件进行时,常采用如下两种方法进行制备：一是，采用多个冲压模具分多个冲压工序而完

成的,而采用此种方法需要多个冲压模具,冲压模具的增加必然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多个

冲压模具匹配,必然需要大型的机台来完成连续作业,设备成本增加,而且会造成加工产品

的公差累计,造成产品的精度不高；二是，采用连续模进行连续冲压而一次成型，但现有中

的完成汽车轮罩冲压成型的连续模存在冲压精度不高、使用寿命短且加工效率低的不足。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一

出二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该冲压模具集成了多个冲压工序,能一体冲压制备成型两个汽

车轮罩,冲压模具的加工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一出二汽车轮罩的

冲压模具,包括自上而依次设置的上底座、上模座、下模座及下底座；所述上模座上通过轴

承安装若干导柱,所述下模座上匹配导柱位置上通过轴承安装导套,每一导柱活动插入/退

出导套内,匹配冲压模具的合模/脱模；所述上模座底端沿横向方向依次设有冲裁模、成型

模、冲孔模和裁断模,所述下模座上与冲裁模、成型模、冲孔模和裁断模匹配相对的位置上

一一对应设有冲裁下模、成型下模、冲孔下模和裁断下模；所述冲裁模与冲裁下模配合并用

于在五金板材上一体冲裁成型具有两对称设置的汽车轮罩胚体的连体胚体；所述成型模与

成型下模配合并用于对两汽车轮罩胚体进行端头与裙部成型,匹配成型汽车轮罩连体初

胚；所述冲孔模与冲孔下模配合并在汽车轮罩连体初胚的每一汽车轮罩初胚的端头双冲

孔,匹配成型连体汽车轮罩；所述裁断模与裁断下模配合能将连体汽车轮罩裁切为两单体

汽车轮罩。

[0005]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阐述：

[000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上模座通过螺栓与上底座固接,所述冲裁模、成型模、冲

孔模和裁断模均通过螺丝配合轴柱与所述上模座连接；所述下模座通过螺栓与下底座固

接,且所述冲裁下模、成型下模、冲孔下模和裁断下模通过螺丝配合轴柱与所述下模座连

接。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上模座底端设若干竖向延伸的定位柱,所述下模座上设

在数目上和位置上与定位柱相匹配的定位台,所述冲压模具合模,所述定位柱与定位台对

接,匹配冲裁模、成型模、冲孔模和裁断模分别与冲裁下模、成型下模、冲孔下模和裁断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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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合模并进行冲裁、成型、冲孔及裁断加工。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冲裁模包括冲模板,所述冲模板上设两组轮廓冲模组,每

一组轮廓冲模组均包括若干个凸模,每一组的若干凸模分散排布在冲模板上,且若干凸模

被设置为各凸模依次冲裁能匹配冲裁出汽车轮罩胚体的轮廓；所述冲裁下模包括两组轮廓

凹模组,每一组轮廓凹模均包括在数目上和位置上与每一组件轮廓冲模组的若干个凸模相

匹配的凹模,所述冲压模具合模，每一组轮廓冲模组的若干个凸模冲入匹配的凹模内,匹配

在五金板材上一体冲裁成型具有两对称设置的汽车轮罩胚体的连体胚体。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成型模包括沿横向方向依次设置且在纵向方向两两中心

对称设置的端头成型模、裙部成型模、端头弯折模及裙部弯折模,且端头成型模、裙部成型

模、端头弯折模及裙部弯折模分别制有成型汽车轮罩胚体的端头与裙部和对端头和裙部弯

折加工的型槽；所述成型下模包括设在下模座上的端头成型凸模、裙部成型凸模、端头弯折

凸模及裙部弯折凸模,所述端头成型凸模、裙部成型凸模、端头弯折凸模及裙部弯折凸模在

位置上和数目上与所述端头成型模、裙部成型模、端头弯折模及裙部弯折模相匹配,两端头

成型模、两裙部成型模、两端头弯折模和两裙部弯折模均以位于成型模位置上的连体汽车

轮罩胚体的中心为对称中心；所述冲压模具合模,所述端头成型模、裙部成型模、端头弯折

模和裙部弯折模分别盖压在端头成型凸模、裙部成型凸模、端头弯折凸模和裙部弯折凸模

上,匹配对两汽车轮罩胚体进行端头与裙部成型和端头与裙部弯折,匹配成型汽车轮罩连

体初胚。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冲孔模和裁断模均设在与上模座固接的第一冲模板上,

且所述冲孔模在位置上位于所述成型模和裁断模之间,所述冲孔模包括两组纵向对称设置

的冲头组，每一冲头组包括两沿横向方向间隔设置的冲头,每一冲头竖向固设在所述第一

冲模板上；所述冲孔下模包括设在下模座上并与两冲头组匹配正对的凸台,每一凸台用于

搁置汽车轮罩初胚，每一凸台上均制有两沿横向方向间隔设置的凹槽，每一凹槽在位置上

与一冲头匹配对应；所述冲压模具合模,两组冲头组的冲头伸入匹配的凹槽内并对汽车轮

罩连体初胚的每一汽车轮罩初胚的端头进行双冲孔,匹配成型连体汽车轮罩。

[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裁断模为竖向固设在第一冲模板上的凸模冲刀,所述裁

断下模上制有在结构上与凸模冲刀相匹配的凹槽,所述凹槽竖向延伸并贯穿所述裁断下模

且连通设在下模座上的槽孔；所述冲压模具合模，所述裁断模冲入凹槽内并将连体汽车轮

罩裁切为两个单体汽车轮罩。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新型的汽车轮罩的冲压模具,在

上模座底端安设冲裁模、成型模、冲孔模和裁断模,并配合设在下模座匹配位置上的冲裁下

模、成型下模、冲孔下模和裁断下模匹配对沿送料方式输送的五金板材进行冲裁、成型、冲

孔及裁断加工,一次成型处两个汽车轮罩；在一套冲压模具上复合多冲压工序,能一体冲压

制备且一出二成型汽车轮罩,冲压模具的加工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冲压模具冲压的产品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冲压模具的立体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冲压模具的分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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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上底座、上模座、冲裁模、成型模、冲孔模和裁断模的装配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下底座、下模座、冲裁下模、成型下模、冲孔下模和裁断下模的装

配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9] 附图2-5实例了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体实施例,本实用新型为一种一出二汽车轮

罩的冲压模具,它包括自上而依次设置的上底座1、上模座2、下模座3及下底座4；所述上模

座2上通过轴承5安装若干导柱6,实际中，所述上模座2的四角上设一导柱6,所述下模座3上

匹配导柱6位置上通过轴承5安装导套7,每一导柱6活动插入/退出匹配导套7内,匹配上模

座2带动上底座1相对下模座3和下底座4竖向移动,匹配冲压模具的合模/脱模；所述上模座

2底端沿横向方向(X方向)依次设有冲裁模8、成型模9、冲孔模10和裁断模11,所述下模座3

上与冲裁模8、成型模9、冲孔模10和裁断模11匹配相对的位置上一一对应设有冲裁下模12、

成型下模13、冲孔下模14和裁断下模15；所述冲裁模8、成型模9、冲孔模10和裁断模11分别

配合冲裁下模12、成型下模13、冲孔下模14和裁断下模15能对沿横向方向(X方向)输送的五

金板材进行冲裁、成型、成孔和裁断加工，进而一出二加工成型汽车轮罩001；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上模座2通过螺栓(附图未显示)与上底座1固接,所述冲裁模8、成型模9、冲孔模10

和裁断模11均通过螺丝(附图未显示)配合轴柱16与所述上模座2连接；所述下模座3通过螺

栓(附图未显示)与下底座4固接,且所述冲裁下模12、成型下模13、冲孔下模14和裁断下模

15通过螺丝(附图未显示)配合轴柱16与所述下模座3连接；进一步,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上

模座2底端设若干竖向延伸的定位柱17,所述下模座3上设在数目上和位置上与定位柱17相

匹配的定位台18,所述冲压模具合模,所述定位柱17与定位台18对接,匹配冲裁模8、成型模

9、冲孔模10和裁断模11分别与冲裁下模12、成型下模13、冲孔下模14和裁断下模15定位合

模并进行冲裁、成型、冲孔及裁断加工；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冲裁模8与冲裁下模12配合并用

于在五金板材上一体冲裁成型具有两对称设置的汽车轮罩胚体的连体胚体,具体的，所述

冲裁模8包括冲模板81,所述冲模板81上设两组轮廓冲模组82,每一组轮廓冲模组82均包括

若干个凸模821,每一组的若干凸模821分散排布在冲模板81上,且若干凸模821被设置为各

凸模依次冲裁能匹配冲裁出汽车轮罩胚体的轮廓；实际中,每一组轮廓冲模组82包括七个

凸模821,具体为凸模A(821-1) ,凸模B(821-2)凸模C(821-3)凸模D(821-4)凸模E(821-5)凸

模F(821-6)和凸模G(821-7) ,且七个凸模821在横向方向(模具的送料方向、X方向)和纵向

(模具的宽度方向、Y方向)方向交错设置,也就每一组的七个凸模821在冲模板81还被设置

为七个凸模821依次冲裁能匹配冲裁出汽车轮罩001的轮廓,七个凸模821匹配分配到包围

汽车轮罩001对应位置上,实际是将成型一个汽车轮罩胚体的整轮廓的模分解为七个凸模

821,七个凸模821合拢在一起,能匹配形成完成的一次成型汽车轮罩胚体的冲模,通过将整

个模分解安装并经过依次冲裁，从而能更好的成型汽车轮罩胚体的轮廓,需要说明的是，凸

模A(821-1)和凸模D(821-4)用于裁边角；所述冲裁下模12包括两组轮廓凹模组121,每一组

轮廓凹模121均包括在数目上和位置上与每一组件轮廓冲模组82的若干个凸模821相匹配

的凹模122,所述冲压模具合模，每一组轮廓冲模组82的若干个凸模(821-1、821-2、821-3、

821-4、821-5、821-6、821-7)冲入匹配的凹模122内,匹配在五金板材上一体冲裁成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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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对称设置的汽车轮罩胚体的连体胚体；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成型模9与成型下模13配合并

用于对两汽车轮罩胚体进行端头002与裙部003成型,匹配成型汽车轮罩连体初胚,所述成

型模9包括沿横向方向依次设置且在纵向方向两两中心对称设置的端头成型模91、裙部成

型模92、端头弯折模92及裙部弯折模94,且端头成型模91、裙部成型模92、端头弯折模93及

裙部弯折模94分别制有成型汽车轮罩胚体的端头002与裙部003和对端头002和裙部003弯

折加工的型槽96；所述成型下模13包括设在下模座3上的端头成型凸模131、裙部成型凸模

132、端头弯折凸模133及裙部弯折凸模134,所述端头成型凸模131、裙部成型凸模132、端头

弯折凸模133及裙部弯折凸模134在位置上和数目上与所述端头成型模91、裙部成型模92、

端头弯折模93及裙部弯折模94相匹配,两端头成型模91、两裙部成型模92、两端头弯折模92

和两裙部弯折模93均以位于成型模9位置上的连体汽车轮罩胚体的中心为对称中心；所述

冲压模具合模,所述端头成型模、裙部成型模、端头弯折模和裙部弯折模分别盖压在端头成

型凸模、裙部成型凸模、端头弯折凸模和裙部弯折凸模上,匹配对两汽车轮罩胚体进行端头

与裙部成型和端头与裙部弯折,匹配成型汽车轮罩连体初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五金板材

和连体汽车轮罩胚体在实际中是连续移动的,使的位于成型模9位置上的连体汽车轮罩初

胚的中心也是移动的，但上述表述的中心是指代一个位置,是在连体汽车轮罩初胚静止时

其中心正投影到上模座2上位置点；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冲孔模10与冲孔下模14配合并在汽

车轮罩连体初胚的每一汽车轮罩初胚的端头双冲孔,匹配成型连体汽车轮罩，而所述裁断

模11与裁断下模15配合能将连体汽车轮罩裁切为两单体汽车轮罩001；在本实施例中,所述

冲孔模10和裁断模11均设在与上模座2固接的第一冲模板101上,且所述冲孔模10在位置上

位于所述成型模9和裁断模11之间,所述冲孔模10包括两组纵向对称设置的冲头组102，每

一冲头组102包括两沿横向方向间隔设置的冲头103,每一冲头103竖向固设在所述第一冲

模板101上；所述冲孔下模14包括设在下模座3上并与两冲头组102匹配正对的凸台141,每

一凸台141用于搁置汽车轮罩初胚,每一凸台141上均制有两沿横向方向间隔设置的凹槽

142，每一凹槽142在位置上与一冲头103匹配对应；所述冲压模具合模,两组冲头组102的冲

头103伸入匹配的凹槽142内并对汽车轮罩连体初胚的每一汽车轮罩初胚的端头进行双冲

孔,匹配成型连体汽车轮罩；而所述裁断模11为竖向固设在第一冲模板101上的凸模冲刀

111,实际中，该凸模冲刀111为在横向方向上中间宽两端窄的冲块，且该中间宽的部分为外

延扩张的弧形凸部；所述裁断下模15上制有在结构上与凸模冲刀111相匹配的凹槽151，所

述凹槽151竖向延伸并贯穿所述裁断下模15且连通设在下模座3上的槽孔(附图未显示)；所

述冲压模具合模,所述裁断模11冲入凹槽151内并将连体汽车轮罩裁切为两个单体汽车轮

罩。

[0020] 以上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凡依据本实用新型技术实质对以

上的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新型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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