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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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419706.3

(22)申请日 2020.12.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475163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3.12

(73)专利权人 徐州徐工履带底盘有限公司

地址 221000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工业园区

310国道南侧

(72)发明人 陈元锋　徐轲　王桂阳　吕阳　

邓莉　崔宇萌　王赛　黄丽平　

李法路　

(74)专利代理机构 徐州市三联专利事务所 

32220

专利代理师 潘显端

(51)Int.Cl.

B21J 1/06(2006.01)

B21J 5/02(2006.01)

B21J 13/08(2006.01)

B21J 13/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1360488 A,2020.07.03

CN 203679152 U,2014.07.02

CN 209502870 U,2019.10.18

CN 110899607 A,2020.03.24

CN 111203504 A,2020.05.29

CN 111195696 A,2020.05.26

CN 203600258 U,2014.05.21

审查员 姚寅群

 

(54)发明名称

一种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自动化锻

造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链轨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工艺，该

多工位模具包括依序设置的压扁模具、预锻模

具、终锻模具、切边冲孔复合模具及校正模具；该

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工艺包括：棒料加热工序、

压扁工序、预锻工序、终锻工序、切边冲孔复合工

序及校正工序；所述棒料加热工序为：利用透热

炉感应加热棒料，出料口配备料温分选装置，棒

料温度在1170～1230℃范围内的通过分选装置

并进入下一工序，料温欠温或超温的则被自动排

除，随后依次完成压扁、预锻、终锻、切边冲孔及

校正工序的锻打。本发明通过一套多工位模具及

步进梁完成链轨节在单台压力机上自动化连续

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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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多工位模具包括

依序设置的压扁模具、预锻模具、终锻模具、切边冲孔复合模具及校正模具；

所述压扁模具包括固定在压扁上模模座（5）上的压扁上模（3）和压扁上模垫板（4）、固

定在下模座（54）上的压扁下模（2）、压扁下模垫板（53）、压扁下顶杆（52）、压扁下顶杆座

（51）及压扁下二级顶杆（50），压扁上模模座（5）固定在上模座（6）上；

所述预锻模具包括固定在上模座（6）上的预锻上模（7）、预锻上模垫板（8）、预锻上固定

夹板（9）、上顶杆座（10）、预锻上顶杆（11）和预锻上二级顶杆（12）、固定在下模座（54）上的

预锻下模（49）、预锻下模垫板（48）、预锻下顶杆（47）、预锻下顶杆座（45）和预锻下二级顶杆

（46）；

所述终锻模具包括固定在上模座（6）上的终锻上模（13）、终锻上模垫板（14）、终锻上固

定夹板（18）、终锻上顶杆座（17）、终锻上顶杆（15）和终锻上二级顶杆（16）、固定在下模座

（54）上的终锻下模（43）、终锻下模垫板（39）、终锻下顶杆（40）、终锻下顶杆座（41）和终锻下

二级顶杆（42）；

所述切边冲孔复合模具包括固定在上模座（6）上的切边凹模（22）、顶出器（19）、顶出器

模板（21）和顶出器顶杆（20）、固定在下模座（54）上的下凸模（37）和下凸模座（38），下凸模

（37）上安装有切刀（36）；

所述校正模具包括固定在上模座（6）上的校正上模（23）、校正上模固定板（25）和校正

上模模座（26）、固定在下模座（54）上的校正下模（30）、校正下模垫板（31）、校正下顶杆

（32）、校正下顶杆座（33）、销（34）和校正下二级顶杆（35）；

该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工艺包括：棒料加热工序、压扁工序、预锻工序、终锻工序、切边

冲孔复合工序及校正工序；

所述棒料加热工序为：利用透热炉感应加热棒料，出料口配备料温分选装置，棒料温度

在1170～1230℃范围内的通过料温分选装置并进入下一工序，料温欠温或超温的则被自动

排除；

棒料采用步进梁（59）夹取的方式进行转运，步进梁（59）上共设有七副夹爪，分别为旋

转平台工位夹爪（60）、棒料放置平台夹爪（61）、压扁工位夹爪（62）、预锻工位夹爪（63）、终

锻工位夹爪（64）、切边冲孔复合工位夹爪（65）和校正工位夹爪（66）；自动化锻打过程中，首

先利用步进梁（59）将完成棒料加热工序的棒料夹取放到旋转平台上进行90°的旋转，调整

棒料方向，然后利用旋转平台工位夹爪（60）夹取棒料放到棒料放置平台（1）上，调整棒料中

心位置，调整后的棒料经棒料放置平台夹爪（61）转运至压扁工位，压力机闭合完成压扁工

序锻打；

压扁工序锻打完成后，再由压扁工位夹爪（62）夹取锻件转运至预锻工位，完成预锻工

序锻打；

预锻工序锻打完成后，再由预锻工位夹爪（63）夹取锻件转运至终锻工位，完成终锻工

序锻打；

终锻工序锻打完成后，再由终锻工位夹爪（64）夹取锻件转运至切边冲孔工位，完成切

边冲孔工序；

切边冲孔工序完成后，再由切边冲孔复合工位夹爪（65）夹取锻件转运至校正工位，完

成校正工序的棒料由校正工位夹爪（66）夹出多工位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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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工艺，其特征在

于，在压扁工序、预锻工序、终锻工序、切边冲孔复合工序及校正工序中，每道工序均进行相

应的脱模剂喷雾操作，待压力机升起后进行有序的脱模剂自动喷雾。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工艺，其特征在

于，喷雾方式、喷雾时间及喷雾量均根据锻打情况进行调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预锻模具和所述终锻模具之间还设有导向装置，导向装置包括导柱（55）、导柱固定

板（56）、导套（58）和导套固定板（44），导柱（55）装在上模座（6）上，并由导柱固定板（56）通

过内六角螺栓Ⅲ（57）紧固；导套（58）装在下模座（54）上，并由导套固定板（44）通过螺栓紧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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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链轨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自动化锻

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链轨节是工程机械设备履带总成的关键性零件，一般采用热模锻的方法生产，其

锻造工艺流程为：下料、加热、压扁、预锻、终锻、切边冲孔、校正、热处理。因锻件形状复杂，

工艺流程多，目前多采用人工在不同设备上完成锻打，所需设备及人员较多，锻造效率低，

生产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一种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

自动化锻造工艺，通过一套多工位模具及步进梁完成链轨节在单台压力机上自动化连续锻

打。

[0004]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

工艺，该多工位模具包括依序设置的压扁模具、预锻模具、终锻模具、切边冲孔复合模具及

校正模具；该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工艺包括：棒料加热工序、压扁工序、预锻工序、终锻工

序、切边冲孔复合工序及校正工序；

[0005] 所述棒料加热工序为：利用透热炉感应加热棒料，出料口配备料温分选装置，棒料

温度在1170～1230℃范围内的通过分选装置并进入下一工序，料温欠温或超温的则被自动

排除；

[0006] 棒料采用步进梁夹取的方式进行转运，步进梁上共设有七副夹爪，分别为旋转平

台工位夹爪、棒料放置平台夹爪、压扁工位夹爪、预锻工位夹爪、终锻工位夹爪、切边冲孔复

合工位夹爪和校正工位夹爪；自动化锻打过程中，首先利用机械手将完成加热工序的棒料

夹取放到旋转平台上进行90°的旋转，调整棒料方向，然后利用旋转平台工位夹爪夹取棒料

放到棒料放置平台上，调整棒料中心位置，调整后的棒料经棒料放置平台夹爪转运至压扁

工位，压力机闭合完成压扁工序锻打；

[0007] 压扁工序锻打完成后，再由压扁工位夹爪夹取锻件转运至预锻工位，完成预锻工

序锻打；

[0008] 预锻工序锻打完成后，再由预锻工位夹爪夹取锻件转运至终锻工位，完成终锻工

序锻打；

[0009] 终锻工序锻打完成后，再由终锻工位夹爪夹取锻件转运至切边冲孔工位，完成切

边冲孔工序；

[0010] 切边冲孔工序完成后，再由切边冲孔复合工位夹爪夹取锻件转运至校正工位，完

成校正工序由校正工位夹爪夹出多工位模具。

[0011] 进一步地，在压扁工序、预锻工序、终锻工序、切边冲孔复合工序及校正工序中，每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2475163 B

4



道工序均进行相应的脱模剂喷雾操作，待压力机升起后进行有序的脱模剂自动喷雾。

[0012] 进一步地，喷雾方式、喷雾时间及喷雾量均根据锻打情况进行调节。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压扁模具包括固定在压扁上模模座上的压扁上模和压扁上模垫

板、固定在下模座上的压扁下模、压扁下模垫板、压扁下顶杆、压扁下顶杆座及压扁下二级

顶杆，压扁上模模座固定在上模座上；

[0014] 所述预锻模具包括固定在上模座上的预锻上模、预锻上模垫板、预锻上固定夹板、

上顶杆座、预锻上顶杆和预锻上二级顶杆、固定在下模座上的预锻下模、预锻下模垫板、预

锻下顶杆、预锻下顶杆座和预锻下二级顶杆；

[0015] 所述终锻模具包括固定在上模座上的终锻上模、终锻上模垫板、终锻上固定夹板、

终锻上顶杆座、终锻上顶杆和终锻上二级顶杆、固定在下模座上的终锻下模、终锻下模垫

板、终锻下顶杆、终锻下顶杆座和终锻下二级顶杆；

[0016] 所述切边冲孔复合模具包括固定在上模座上的切边凹模、顶出器、顶出器模板和

顶出器顶杆、固定在下模座上的下凸模和下凸模座，下凸模上安装有切刀；

[0017] 所述校正模具包括固定在上模座上的校正上模、校正上模固定板和校正上模模

座、固定在下模座上的校正下模、校正下模垫板、校正下顶杆、校正下顶杆座、销和校正下二

级顶杆。

[0018] 进一步地，所述预锻模具和所述终锻模具之间还设有导向装置，导向装置包括导

柱、导柱固定板、导套和导套固定板，导柱装在上模座上，并由导柱固定板通过内六角螺栓

Ⅲ紧固；导套装在下模座上，并由导套固定板通过螺栓紧固。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一套多工位模具及步进梁完成链轨节在单台压

力机上自动化连续锻打，锻打速度较传统生产速度有着大幅度的提升，降低了人力成本。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链轨节的锻件图；

[0021] 图2为图1的A‑A剖视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多工位模具的装配剖视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多工位模具的装配俯视图；

[0024] 图中，1、棒料放置平台；2、压扁下模；3、压扁上模；4、压扁上模垫板；5、压扁上模模

座；6、上模座；7、预锻上模；8、预锻上模垫板；9、预锻上固定夹板；10、上顶杆座；11、预锻上

顶杆；12、预锻上二级顶杆；13、终锻上模；14、终锻上模垫板；15、终锻上顶杆；16、终锻上二

级顶杆；17、终锻上顶杆座；18、终锻上固定夹板；19、顶出器；20、顶出器顶杆；21、顶出器模

板；22、切边凹模；23、校正上模；24、内六角螺栓Ⅰ；25、校正上模固定板；26、校正上模模座；

27、下锁扣板；28、上锁扣板；29、内六角螺栓Ⅱ；30、校正下模；31、校正下模垫板；32、校正下

顶杆；33、校正下顶杆座；34、销；35、校正下二级顶杆；36、切刀；37、下凸模；38、下凸模座；

39、终锻下模垫板；40、终锻下顶杆；41、终锻下顶杆座；42、终锻下二级顶杆；43、终锻下模；

44、导套固定板；45、预锻下顶杆座；46、预锻下二级顶杆；47、预锻下顶杆；48、预锻下模垫

板；49、预锻下模；50、压扁下二级顶杆；51、压扁下顶杆座；52、压扁下顶杆；53、压扁下模垫

板；54、下模座；55、导柱；56、导柱固定板；57、内六角螺栓Ⅲ；58、导套；59、步进梁；60、旋转

平台工位夹爪；61、棒料放置平台夹爪；62、压扁工位夹爪；63、预锻工位夹爪；64、终锻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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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爪；65、切边冲孔复合工位夹爪；66、校正工位夹爪。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根据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6] 一种用于链轨节锻造的多工位模具包括压扁模具、预锻模具、终锻模具、切边冲孔

复合模具及校正模具。如图3和图4所示，具体装配为压扁上模3和压扁上模垫板4由螺栓固

定在压扁上模模座5上，压扁上模模座5由螺栓固定在上模座6上；压扁下模2、压扁下模垫板

53、压扁下顶杆52、压扁下顶杆座51及压扁下二级顶杆50通过螺栓固定在下模座54上。预锻

上模7、预锻上模垫板8、预锻上固定夹板9、上顶杆座10、预锻上顶杆11和预锻上二级顶杆12

由螺栓固定在上模座6上；预锻下模49、预锻下模垫板48、预锻下顶杆47、预锻下顶杆座45和

预锻下二级顶杆46通过螺栓固定在下模座54上。终锻上模13、终锻上模垫板14、终锻上固定

夹板18、终锻上顶杆座17、终锻上顶杆15和终锻上二级顶杆16由螺栓固定在上模座6上；终

锻下模43、终锻下模垫板39、终锻下顶杆40、终锻下顶杆座41和终锻下二级顶杆42通过螺栓

固定在下模座54上。切边凹模22、顶出器19、顶出器模板21和顶出器顶杆20由螺栓固定在上

模座6上；下凸模37装配在下凸模座38上，下凸模座38固定在下模座54上，切刀36安装在下

凸模37上。校正上模23通过校正上模固定板25用内六角螺栓Ⅰ24固定在校正上模模座26上，

校正上模模座26与上模座6通过螺栓连接；校正下模30、校正下模垫板31、校正下顶杆32、校

正下顶杆座33、销34和校正下二级顶杆35通过螺栓固定在下模座54上。上模座6和下模座54

之间除压力机本身导轨导向外，两端及中间还设有导向装置，上锁扣板28通过内六角螺栓

Ⅱ29固定在校正上模模座26上，下锁扣板27通过内六角螺栓固定在下模座54上，模座两端

均设有锁扣板；上模座、下模座中间位置，导柱55装在上模座6上，并由导柱固定板56通过内

六角螺栓Ⅲ57紧固；导套58装在下模座54上，并由导套固定板44通过螺栓紧固，该导向装置

进一步提高上下模座间的位置精度，防止压力机导轨两侧间隙不均造成模具错移。步进梁

59上共装有七副夹爪，链轨节锻打过程中，棒料通过步进梁59上的夹爪进行转运，加热到规

定范围内的棒料经旋转平台工位夹爪60夹取放到棒料放置平台1上，调整位置后的棒料再

由棒料放置平台夹爪61夹取，放到压扁工位完成压扁工序锻打，依次转运，完成预锻、终锻、

切边冲孔和校正工序锻打，实现链轨节多工位全自动连续锻打。

[0027] 一种采用多工位模具的链轨节全自动化锻造工艺，包括棒料加热工序、压扁工序、

预锻工序、终锻工序、切边冲孔复合工序及校正工序，其中压扁、预锻、终锻、切边冲孔及校

正在一套多工位模具上完成。棒料采用自动上料的方式，棒料加热工序是利用透热炉感应

加热棒料，出料口配备料温分选装置，棒料温度在1170～1230℃范围内的通过分选装置并

进入下一工序，料温欠温或超温的则被自动排除。棒料采用步进梁夹取的方式进行转运，步

进梁59上共设有七副夹爪，分别为旋转平台工位夹爪60、棒料放置平台夹爪61、压扁工位夹

爪62、预锻工位夹爪63、终锻工位夹爪64、切边冲孔复合工位夹爪65和校正工位夹爪66。自

动化锻打过程中，首先利用机械手将棒料夹取放到旋转平台上进行90°的旋转，调整棒料方

向，然后利用步进梁上的旋转平台工位夹爪60夹取棒料放到棒料放置平台上，调整棒料中

心位置，调整后的棒料经棒料放置平台夹爪61转运至压扁工位，压力机闭合完成压扁工序

锻打，待压力机升起后进行有序的脱模剂自动喷雾，喷雾方式、喷雾时间及喷雾量均可根据

锻打情况进行调节。压扁工序锻打完成后由压扁下顶杆52将锻件顶起一定高度，再由压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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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位夹爪62夹取转运至预锻工位，完成预锻工序锻打。压扁下模，预锻上模、下模，终锻上

模、下模，切边凹模，校正下模均设有相应的顶出装置，锻件锻打完成后先由相应的顶杆顶

出后再由相应的夹爪夹取转运。依次完成终锻、切边冲孔及校正工序的锻打即可得到如图1

和图2所示的链轨节。压扁工序、预锻工序、终锻工序、切边冲孔复合工序及校正工序，每道

工序均进行相应的脱模剂喷雾操作。切边冲孔复合工序中，切边冲孔下模中安装六个切刀

36，将切掉的整圈飞边分割成六份以便顺利掉落。棒料通过步进梁59上安装的夹爪完成工

序间传输，步进梁59随压力机滑块起降一个周期完成一次工序间传输。

[0028] 本发明通过一套多工位模具及步进梁完成链轨节在单台压力机上自动化连续锻

打，锻打速度较传统生产速度有着大幅度的提升，降低了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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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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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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