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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属成形拉伸加工

一.金属成形拉伸（拉深）加工
• 将坯料或板料施加一定压力使其产生塑性变形,并   
  压制成各种形状的空心零件的模具称为拉伸模具。 
  拉伸模具一般由凸模、凹模、压边圈（有时不用）
  组成。
• 拉伸模具按制品的形状特点、变形位置和性质不
  同而采用不同的结构。
• 其主要类型有:
   ①圆筒形直臂旋转体拉伸模；
   ②曲面旋转体拉伸模；
   ③直臂非旋转体盒形件拉伸模；
   ④非旋转体复杂曲面拉伸模。



拉伸模具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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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压边装置的后续各次拉伸模



拉伸模的工作条件

♦拉伸模具主要用于金属板料的拉伸成形，拉伸过程中模具
  的受力状态如图1-1所示。
     拉伸时，凸模下压板料毛坯，拉伸力通过凸模底部和凸
  模圆角部位传导给毛坯，板料毛坯的外缘部分通过凹模端
  面与压边圈之间被拉入凸模与凹模之间的间隙。
     在拉伸力P动、压边力P压以及毛坯与模具工作部件相对
  运动产生的动摩擦力的作用下， 凸模圆角半径处受到压力
    P1和摩擦力F1；凹模圆角半径处受到压力P2以及摩擦力 
F2；凹模端面部位半受到了压力P3和摩擦力F3；压边圈
  与板料相接触的部位受到了压力P4和摩擦力F4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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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示意图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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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示意图解说一

♦ 在拉伸开始阶段，凸模圆角半径处的板料被弯曲拉伸并作
相对运动，摩擦力F1使凸模圆角半径受到磨损。
   随着拉伸的进一步进行，已变形板料紧贴凸模圆角半径部
位并开始产生应变硬化，相对运动大大减弱，摩擦力变小。
   但是在整个拉伸过程中，凹模圆角半径处、凹模端面以及
压边圈相应部位始终与板料作相对运动，产生剧烈摩擦，压
应力和摩擦力都很大，因此凹模与压边圈的磨损现象始终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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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示意图解说二

♦ 由于拉伸模具的工作部件没有刃口、受力面积大，工作时
无严重的冲击力，因此，拉伸模不易出现塑性变形和断裂失
效。但是工作时存在着很大的摩擦，拉伸模具的主要失效形
式为粘附磨损和磨粒磨损，并以粘附磨损为主，是拉伸过程 
中常出现的问题和模具失效的重要原因。粘附磨损的部位发
生在凸模、凹模的圆角半径处，以及凹模和压边圈的端面，
其中以凹模和压边圈的端面粘附磨损最严重。
   模具与工件表面产生粘附磨损后，脱落的材料碎屑会成为
磨粒，从而伴生出磨粒磨损。磨粒磨损将使模具表面更为粗
糙，进而又加重粘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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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示意图解说三
♦ 从显微观察看，模具和坯料的表面都是凹凸不平的，由于模表面 
   的硬度高于坯料，相互挤压摩擦时会将坯料表面刮下的碎粒压入
   模具表面的凹坑。
     在拉伸过程中，坯料的塑性变形以及坯料和模具工作部件表面
  的摩擦，会产生出热能。特别是在某些塑性变形严重和摩擦剧烈
  的局部区域，所产生的热能造成了高温，破坏了模具和坯料表面
  的氧化膜和润滑膜，使金属表面裸露，促使材料分子之间相互吸
  引，并使模具表面凹坑里的坯料碎屑熔化，和模具表面焊合，形
  成坚硬的小瘤，即粘结瘤。这些坚硬的小瘤，会使拉伸件表面粗
  糙度变差，严重时将在产品的表面刻划出刻痕，擦伤工件，并且
  加速模具的不均匀磨损，这种失效形式又称为粘模。此时，需对
  模具进行修磨，除去粘附的金属。拉伸模的重要问题，就在于如
  何防止粘附的金属小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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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示意图解说四

♦ 在拉伸工作中，出现拉伸粘模的问题，与被拉伸坯料的化 
   学成分、所使用的润滑剂及模具工作部件的表面状况等因
   素有关。
      镍基合金、奥氏体不锈钢、坡莫合金、精密合金等材料
   拉伸时极易发生粘模。为保证产品的质量，拉伸模的工作
   部件表面不允许出现磨损痕迹，必须具有较低数值的表面
   粗糙度和较高的耐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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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拉伸模寿命的主要因素

♦工件材料与模具材料的亲和力   
     亲和力大的材料容易粘接在一起。如果粘结强度高，则
  粘着磨损和粘结瘤会产生距离模具表面较深的地方。比如
  铁、铬、镍与铁的互溶性大，因而，纯铁、铬、镍不锈钢
  等板材用钢模拉伸时易粘模，而铝、铜、镁、锌与铁的互
  溶性小，其相应的板材在用钢模拉伸时，粘着磨损的倾向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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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边力(一)
♦压边力   
  拉伸模中采用压边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工件起皱。
    由图1-2知，压边力过大，压边圈会将工件压得越紧，则
  凹模、压边圈与板料之间的摩擦力就大，粘着磨损的倾向就
  越大。如果压边力太小的话，防皱的效果肯定就不好，板料
  容易起皱，如果强行将材料拉入凹模中，不仅在工件上会留
  下褶皱，而且会皱起的部分会造成板料与凹模、板料与压边
  圈的不均匀接触，容易在凹模、压边圈上出现磨损沟痕，加
  速模具的不均匀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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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边力(二)
♦放在凹模上的圆板毛
  坯4首先被压边圈2压
  住，接着凸模1下行，
  迫使凹模3与压边圈2  
  之间的毛坯向内收缩，
  最后整个毛坯被拉入凹
  模孔内，成为所需的圆
  筒形工件。

图1-2 圆筒形件的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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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强化处理度冲模寿命的影响

♦表面强化处理对冲模寿命的影响   
   零件表面强化处理的目的是使材料表面具有很高的硬度
而材料内部的韧性又很好的效果,从而得到硬度、耐磨性、
韧度、耐疲劳强度的良好配合。
   由拉伸模的受力分析可知：
拉伸模具主要的失效形式是发生磨损，因此在使用性能的
要求上需要模具具有很高的耐磨性和很高的硬度以及好的
抗咬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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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伸加工与润滑

图1-3 拉伸模的受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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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伸模具的表面处理

♦ 表面处理         
   模具常用的表面处理方法有：
   渗硼、渗铬和电火花强化，以及CVD、PVD和在盐浴
中TD等。
   此外，采用高频淬火、滚压、喷丸等表面强化处理， 
使模具工作零件表面产生压应力，提高其耐疲劳强度，
有利于模具的寿命。
   例如Cr12钢拉伸模，气象沉积TiC后，使用寿命可以
提高8~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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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金属成形拉伸加工(一)



金属成形拉伸加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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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成形拉伸加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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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成形拉伸加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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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成形拉伸加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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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成形拉伸加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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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成形拉伸加工(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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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成形拉伸加工(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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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加工模具(1)
♦ (1) 初拉伸加工模具(带压边，向上拉伸)
   用于平板材成形为立体形状的最初的拉伸加工，图1-4中

所示制品是平板材经过4次拉伸加工而成，图中所示的模
具为初拉伸模具(第一拉伸)。将平板的外形尺寸向内侧拉
入成形为立体的拉伸加工，为防止立体化过程中平板部发
生「波皱」导致后续的拉伸加工无法进行，必须在冲模
(Punch)和凹模(Die)之外，设置压皱(压边)装置(Blank 
Holder)。

       压皱装置，常采用压力调整简单，方便的空压式缓冲装
置。该压皱装置在加工完了、滑块上升时还起到脱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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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加工模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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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加工模具(2)
♦ (２)正拉伸加工模具
   (带压皱，向上拉伸)
   拉伸加工的拉伸率，是指
加工前后，被加工材料的形
状缩小比率的上限，这是拉
伸加工的重要指标。
  通常:
  第一拉伸的拉伸率：
        0.55～0.6
  第二拉伸的拉伸率：
        0.7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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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加工模具(3)
♦ (3) 落料拉伸加工模具
      图1-6：属于拉伸加工模具的一种，加工时，先进行坯件外
   形的冲切落料，接着进行坯件的拉伸加工的模具。换言之，

坯件冲切＋初拉伸加工在一个行程中完成。采用此种构造的
初拉伸模具(坯件的外形形状及尺寸确定的场合),可以大大提
高生产效率。

       此模具中，在上模设置的拉伸凹模的外周部分，是坯件外
形冲切的凸模，在下模设置有坯件外形冲切的凹模。

      在外形冲切的凹模内部，组装有“顶料兼压皱”部件及拉
伸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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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加工模具(3)

图1-6落料拉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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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加工模具(4)
♦ (4) 反拉伸加工模具
   图中所示的反拉伸加工，
属于再拉伸加工。反拉伸
加工前的坯件与反拉伸加
工完成后的制品，其拉伸
方向上下反转。即将已拉
伸工件的内侧反卷拉伸成
外侧，并使其直径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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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加工模具(5)

图1-8圆孔翻边模

♦ (5) 圆孔翻边加工模具
   圆孔翻边加工，使用直径比
孔径大，且前端带有锥度的冲
头(Burring Punch)，从孔的内
侧向外扩孔并沿与园孔垂直方
向形成所需的翻边。
   右图为凸轮翻边模，利用凸
轮机构，对位于图示制品斜面
上的予加工圆孔进行扩孔向外
翻边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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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加工模具(6)
♦ (6)凸轮冲孔内翻边模   
   利用凸轮机构，在
一个加工行程内完成
在图示制品侧面上冲
孔+从圆孔内侧扩孔
并与圆孔垂直方向向
内翻边加工。

图1-9凸轮冲孔内翻边

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拉伸加工模具(7)
♦ (7)凸轮扩口加工模
   利用凸轮机构进行扩
口加工，8工位自动加
工的工序之一。
   凸轮凹模(Cam Die)及
支架分为4部分，从前
后左右夹住工件。

图1-10凸轮扩孔模

扩口加工

尺寸精整(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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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位冲床的拉伸加工

  多工位的拉伸加工方式及特点：
　　♦从拉伸的第一步开始就完全从母体材料分离开来，独立
        成形
　　♦分步拉伸成形，可高达２０工位以上直至最终产品形状
　　♦材料利用率比级进模明显高许多
　　♦多工位等模具设计比较容易，复杂性专业也基本上都可
        以对应
　　♦比级进模加工速度慢，设备费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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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位拉伸加工典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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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位拉伸加工典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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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位拉伸加工典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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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位拉伸加工典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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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位拉伸加工典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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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位拉伸加工典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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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位拉伸加工典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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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多工位拉伸加工样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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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多工位拉伸加工样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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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多工位拉伸加工样品(三)

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典型的多工位拉伸加工样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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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多工位拉伸加工样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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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多工位拉伸加工样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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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多工位拉伸加工样品(七)

AIR BAG(DEFUSER) AIR BAG(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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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位深拉伸加工产品(能源电动车用角型锂电池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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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式冲床与油压机的比较(一)

1.原理不同：冲床是曲柄滑块结构利用机械传动；油压机是利
                   用液压传动；
2.效率区别明显：
         ① 机械式/伺服冲床效率更高且成形快;
         ② 冲床是惯性力快速下压,油压机是静压力可慢速下压。
3.成本差异大：油压机结构简单/制造容易/成本低，但是从整
                      体成本上却不然；
4.用途有区别：油压机适合深拉伸，冲床适合拉伸深度不高的
                      零部件;
5.整体能耗：油压机动力站庞大，能耗太高；
6.耐偏心受力：冲床承受高偏心载荷,油压机就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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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式冲床与油压机的比较(二)

  7.生产性：冲床速度快,而油压机速度慢相对生产性好点；
  8.自动化对应程度：
                冲床适应性更好,改造方便;
                油压机难度增加；
  9.噪音：冲床80db左右,油压机90db左右；
10.作业熟练程度：
                冲床更易上手操作；
                油压机操作相对复杂；
11.维修费用与难度：冲床费用少，维修快；油压机则相反；
12.作业环境：油压机作业环境差，冲床相对环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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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肘杆冲床与变频电机驱动的冲床比较

1.超强的通用性和柔性化/智能化水平高：滑块运动曲线不再仅仅是
       正弦曲线，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进行优化设计任意曲线；
2.超高的精度：下死点附近能保证滑块精度±0.01mm；
3.超高的生产效率：“液压机的加工质量，机械压力机的生产效率”，
       无需360度旋转，可以作钟摆式运动；
4.超强节省能源：无飞轮/离合器，仅冲压时才做功，节能20%以上；
5.噪声低/振动小/模具寿命长：特殊的工作特性曲线控制冲裁速度，
       控制冲裁的振动与噪声；
6.无离合器/飞轮/大齿轮等消耗保养部件,润滑油用量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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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冲床的各种运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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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加工的材料特性与伺服冲床的关系

材料特性：拉伸强度、硬度、添加元素、压延性等

碳含量低

碳含量高

压延性能好

成形性好

成形性差

拉伸强度低
压延性能差、拉伸困难

拉伸强度和硬度成正
比，且比率几乎相同

无论碳含量怎样增加硬度和拉
伸强度都不会再增加的拐点

拉伸强度高

硬度高

硬度低

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成形拉伸中生产方式和冲床的滑块行程、速度等的关系

拉伸深度以
80mm为例

生产方式

单冲
（断续运转）

顺送加工
（连续运转）

机械手加工
（断续运转）

二维多工位
加工

（连续运转）

三维多工位
加工

（连续运转）

冲床的
行程长度 18mm以上 320mm以上 180mm以上 24mm以上 26mm以上

平均spm 60rpm
（20spm）

40rpm
（40spm）

60rpm
（15spm）

40rpm
（40spm）

40rpm
（30spm）

下死点上
80mm处的
滑块速度

约562
(㎜/ｓ)

约580
(㎜/ｓ)

约562
(㎜/ｓ)

约473
(㎜/ｓ)

约502
(㎜/ｓ)

滑块速度在
300㎜/ｓ
以下时的

spm

32 20 32 25 23

伺服冲床可根据加工零件自由自在地设定滑块的速度

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床与传统曲轴式冲床的加工结果比较

有凹洼，材料有富余 没有皱褶

皱褶发生

　 传统曲轴式冲床拉伸的结果　　　　         伺服冲床拉伸的结果　　　　　　　
　

板厚：0.8mm　　　

皱褶重叠处

不规则形状部品的加工

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伺服冲床加工的深拉伸部品

加工の特長
① 提高拉伸率，可以降低材料的级别，节约成本。
② 在不放开模压板的情况下进行多次拉伸加工。
③ 曲轴高速运转的情况下进行正转/反转的高频率的反复变换。
④ 因为滑块上升时缓冲垫也处在压紧状态，需要电机能够发出很大的扭矩。
⑤ 由于滑块在上、下的反复运转中进行拉伸加工，所以1分钟内的生产量较少。
⑥ 留给送料的时间较少。

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振动模式使拉伸性上升的原理（利用了加工硬化现象）

① 每一次的小幅度拉伸产生的加工硬化抑制了皱褶的发生。
② 每一次小幅度的拉伸后的滑块上升，都相当于解除了拉伸力，凹模的拐角
    和成形件的拐角R的接触面压就会下降，润滑油会瞬间流入，虽然流入的
    量很少，但是起到了恢复接触面润滑状态的作用。
③ 振动模式的每一次加工变形后的瞬间停止也可以抑制皱褶的产生。

上一个工位后产生的
加工硬化的位置

在没有硬化的位置处被弯曲。
                                                                                                                                                                              

加工硬化范围

Ｖ

　　     a.平板　　   　ｂ.弯曲　　　　     ｃ.反复弯曲                                                                                                                                                                                                                                                                                                                                                                                                                                    

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金属成形拉伸模具结构

强力压紧
向下方拉伸成形

加工件和模腔都有拉伸
的残留应力

冲头的肩部使材料产生
加工硬化

强大的顶模力
油压式模具缓冲装置

凹模

冲头

上模顶料装置

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不规则部品的伺服冲床加工过程

⑤下死点前30㎜

⑧下死点

②下死点前60㎜

③下死点前50㎜

④下死点前40㎜

⑥下死点前20㎜前

⑦下死点前10㎜

①下死点前65㎜

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从滑块的行程曲线和速度曲线看伺服冲床的加工特点

2.金属成形拉伸中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



  金属锻造冲压成形中影响模具寿命的主要因素

模具寿命

机型结构
加工能力
设备刚性
成型速度
自动化度

模具结构
模具精度
模具刚性
成型速度
自动化否

润滑效果
操作能力
周边装置

处理效果
硬度

表面处理
下料精度
原始缺陷

  3.伺服压力机在中国的导入



 ◆传统冲压面临的壁垒：
    
             日新月异多元化成型的愿望，提高成型效率和降低成本，超高强度钢板 
     的要求，环保节能的趋势，现代化冲压车间的对应，防止操作人员的流失

 ◆对伺服冲压的八大需求：
     
      ① 客户使用多样化的需求           ② 加工工艺多样化的需求
    ③ 加工素材多样化的需求           ④ 模具构造多样化的需求
    ⑤ 产品品质多样化的需求           ⑥ 冲压产品多样化的需求
    ⑦ 开发技术量产化的需求           ⑧ 环保节能智能化的需求

 ◆必须实现大型，低速，高扭矩特殊伺服电机：
     
               摆脱各专业电机厂家的固定概念，开发出特殊专用于冲压机械的电机 
       真正实现机电一体化，充分理解冲压原理和塑性成形机制开发控制系统

    
     

    

    
 

    

 

  3.伺服压力机在中国的导入



*伺服(Servo)的概念
   源于希腊语中奴隶之含义，中文翻译：伺候、服务。直译为“伺服”

*永磁同步交流伺服电机 （PMSM，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
    可以实现低速，高力矩性能，弱磁高速控制，调速范围广，动态特 
    性和效率高。

♦伺服电机交流伺服系统性能要求
    调速范围，定位精度，稳速精度，动态相应，应答性和稳定性等，
     对速度，位置以及扭矩三大矢量可以进行人为的控制
      
 ♦ 伺服冲压机械的定义
    以伺服电机为动力源同时具有伺服控制电路系统来驱动的冲
    压锻压机械

  3.伺服压力机在中国的导入



1）随意多样的运转模式
2）低噪音，低震动
3）可在下死点短时停顿保压
4）可实现正逆往返运动加压
5）可明显提高生产性
6）节能减排，作业环境改善
7）便于自动化生产
8）提高模具寿命
9）适应汽车轻量化中的高强度钢材料       
     冲压
10）工艺先进,可大大提高材料利用率

传统压力机结构运动曲线

伺服压力机各种运动模式

取消了飞轮和离合器，解决了干式离合器
摩擦片更换和湿式离合器漏油的大难问题

伺服压力机的几大优点

  3.伺服压力机在中国的导入



市场占有量巨大，涵盖35T-4200T都有需求。广泛应用于汽车、
电子、数码、家电、航空等精密五金加工行业。在中国初期导
入的小型伺服压力机基本都是小松品牌，AIDA品牌；尤其是
广东市场精密冲压使用了大量的小松伺服冲床H1F系列

  3.伺服压力机在中国的导入



我国伺服压力机的需求分析

国际现状
二十余年前已经
开发出来，并马
上投入使用，很
快接受

环保需求
关注环境改善
日趋重要

节能减排
能耗和成本的
压力越来越大

就业选择
冲压行业90后员
工越来越难招到

加工需求

多种多样的需
求日益增加

智能联网
物联网，智能
自动化，大数
据采集

 4.中国企业伺服压力机导入过程中的困惑



产业政策

关键困难

中国制造2025　
引导企业发展
智能、环保、
节能高效的高
端智能装备

行业趋势
伺服压力机以
其工艺适应能
力强、效率高、
节能、模具寿
命长、维护成
本低等显著优
势成为行业发
展方向

市场态势
日本新增市场
伺服占比高达
90%，欧美占
比为95％，中
国仅占5％，且
以进口为主

低速大扭矩伺
服电机、大功
率伺服驱动器、
多电机同步驱
动技术国内没
有掌握

伺服系统进
口十分昂贵，
亟待国产化

但我国的伺服压力机制造和使用都不如人意，非常矛盾

p伺服技术优势：
     工艺适应性强、冲压效率高、模具寿命长、能耗低、低噪音。

 4.中国企业伺服压力机导入过程中的困惑



2017年在芝加哥国际展上
所看到清一色的伺服压力机

    巨大的空冷式
低速大扭矩伺服马达









    我国既是金属成型机床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进入21
世纪，国内冲压设备的销售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位。然而， 
严峻的是国内冲压设备厂家还没有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
伺服冲压设备，在市场上使用的还都是进口品牌。伺服压
力机的市场还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

     前几年也有几家厂家制造出来了几条伺服生产线，但是低
速高扭矩伺服马达和控制系统核心技术掌握在德国和日本少
数几家公司，在中国售价高昂，国内厂家的技术开发滞后、
还一直没有突破欧美日的技术壁垒，只能依赖进口。但是最
近几年已经有所突破了

    因此，我国客户对购买伺服压力机的意欲还不够高，
“物美价廉”的意识所造成的。

 4.中国企业伺服压力机导入过程中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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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欧 洲 中 国
伺服压力机
传统机械压力机

90% 95%

5%

制约因素：
① 低速、大扭矩、高过载伺服电机设

计及生产技术壁垒；
② 大功率伺服电机专用伺服驱动器及

伺服压力机控制系统都为进口；
③ 国内伺服压力机还没有真正达到大

规模的量产。

解决方案：
① 发展我国自己的低速、大扭矩、高

过载伺服电机核心技术；
② 打破只从国外公司技术进口的状况；
③ 填补国内空白，完成智能制造“十

三五”及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
④ 一定要走低成本的道路，才有市场

而且这5%还大部分是进口的，
或者核心零部件是进口的

伺服压力机行业现状：

 4.中国企业伺服压力机导入过程中的困惑



CPTEK开发的多种伺服压力机，电机及驱动器全部国产品牌(CTB)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CPTEK在 2017 METALFORM CHINA 展示的160吨，200吨伺服压力机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伺服C-FLAME冲床可以加工冷挤压产品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精密智能伺服压力机核心技术

精密智能
伺服

压力机核
心技术

低速、大扭矩、高过载伺服电机

大功率伺服电机
专用伺服驱动器

伺服压力机
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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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精密伺服压力机及三
维伺服搬运装置等自动化
生产线，并为客户定制智
能化制造、管理及服务的
综合解决方案。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低成本、国产化

冷温热精锻
开发原则

多功能、高智能

超前性 、多元化安全性 、灵活性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CPTEK伺服压力机的目标     

 Creative        创新

Productivity  效率

 Tunable        柔性

 Eco                环保

 Knowledge   智能

◆ 工艺柔性强、万能冲压

◆ 冲压效率高、降低成本

◆ 模具寿命长、节约成本

◆ 主机能耗低、节能减排

◆ 主机低噪音、绿色环保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伺   服 锻   压  

智  能

量身定制，替代进口 帮助
客户

产业
升级

 振兴中国锻压事业为己任
打造高端设备制造新品牌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智 能 伺 服

锻 造 冲 压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伺 服 冷温精锻

多工位 自动化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冷温热精锻
压力机设备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CPTEK
技术团队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兴 锻

2012
 皮带减速2011

伺服电机

2013
齿轮减速

2014 
 直驱曲轴

 2016 
冷温伺服2015

肘杆伺服

第一代伺服

第二代伺服

第三代伺服

打破伺服压力机神秘化和壁垒     
做让中国用得起的伺服压力机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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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功率可达到56,000Nm低速大扭矩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的尺寸

MAX扭矩
56000Nm

实现了低速大扭矩伺服电机的系列化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江苏省智能伺服锻压装备及
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常州市外国专家工作室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江苏省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

江苏省大学工艺及模具
联合研究中心

江苏智能伺服锻压装备系统
工程中心

★ CPTEK品牌荣誉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2017-11-29

曲轴式 肘杆式 偏心齿轮式 连杆式 冷温精锻
单点 110T~400T 160T~400T 400T~1600T 400T~16000T 400T~1600T

双点 160T~400T 160T~600T 400T~2000T           2500T           2500T

四点 / / 1600T~2500T /

直驱小型伺服系列： 15T/20T/25T直驱小型伺服压力机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 以中国本土价格和服务向客户提供源自日本的技术与品质，实现替代进口

☺ 率先开发了自主品牌的伺服电机和控制系统的伺服冲床，填补了国内空白

☺ 为客户提供全面冲压自动化（冲床，模具和自动装置）量身定制的技术方案

☺ 整合了中日两国锻压行业一流技术人才组成的技术团队和雄厚的股东资源

 竞争优势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聚焦智能锻压产品，助力中国制造2025！

创新产品优势：系列化、系统化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自动化搬运装置布局示意图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伺服冷温精锻压力机冷温热精锻产品

 5.CPTEK对伺服压力机的开发及技术定位



   使用伺服冲床效果显著的成形部品(一)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CPTEK

材质＝  S45C
板厚＝  5.0 ㎜

使用伺服冲床效果显著的成形部品(二)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使用伺服冲床效果显著的成形部品(三)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使用伺服冲床效果显著的成形部品(四)



同步轮(SPHC) 

同步轮(SPHC)  

斜齿齿轮(SCM420)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使用伺服冲床效果显著的成形部品(五)



皮带轮总成

线圈总成

驱动盘总成

汽车空调压缩机 汽车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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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条形簧片 圆形簧片 圆形橡胶 三眼橡胶 橡胶簧片

车面 磨面 摩擦片

环氧电泳 环氧电镀 BMC 注塑 铆压型

防尘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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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12台连机自动化生产线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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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吨精锻压力机

主要设备构成：

特点：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该公司从CPTEK导入的冲床：
    伺服300吨4台，400吨冷挤压1台
    650吨冷挤压，1600吨伺服冷挤压，
    1250吨多工位，1250吨伺服多工位两台等。

 6.汽车零部件的伺服冲压与锻造产品



路漫漫其修远兮，同心同梦同路人将携手并行！

一群人、一辈子，为了 “振兴中

国锻压事业、创新智能制造装备”

这一件事，本着立志、践行、专注

的务实精神，我们学习圣贤文化和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将付出不亚于

任何人的努力，继续填补国内空白，

为中国的锻压事业贡献力量！

n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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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嘉宾专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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