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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侧围拉延模具是如何调试的
文 | 杨宾·MFC 专栏作者

整体侧围是汽车上体积最大的A类外覆盖件。同一般覆盖件件相比，侧围具有形状复杂、结构尺寸大和表面质

量要求高等特点，表面质量要求极高通常为1~2um；拉延成型时，由于其塑性变形的不均匀性，往往会使某些部位刚性

较差。拉延深度大，圆角小，曲面复杂，中部有较深的反拉延等制件结构特点，拉延难度大，是车型中最难的拉延件之

一。在拉延中，极容易出现破裂与皱纹并存的情况。其模具具有结构极为复杂、质量要求极高、模具外形尺寸大、工序

复合程度高的特点，给调试带来较大难度。本文将通过某整体侧围的调整为例，介绍较难且不易控制的，拉延模具调试

方法，为以后提供解决类似问题的分析思路和解决方法。

零件简介

本零件是某款整体侧围的高档轻卡，

有单双排之分，本文以双排侧围。

零件材料：DC05  

料厚：0.75mm

零件外形：

此零件 150mm×1405mm×1780mm，

大致为中空方形件，前下部与其它覆盖件

装配有安装孔若干。其余均为外覆盖面

和安装面，因此不论从外形还是零件功

能上看对调试水平地要求都是非常苛刻。

技术要求                                             

工序模型如下图 1 所示

读 CAE 分析要求

压力情况：外圈气垫压力 150 吨；

内圈气垫压力前部 30 吨、后部 25 吨；

滑块压力 1000 吨。

读 CAE 分析结果：外圈有起皱趋

势，A 面滑移不明显；零件后部有滑移；

内部及型面有开裂风险；理论板料收缩

线如图 2 所示。以上均为模具调试时重

点解决的部位。

模具的调试前准备

了解模具结构

模具结构如下图 3 所示整体侧围由

于中间时车门在拉延时均采用内外压料

的方式，为了尽量减少机床气压对零件

的影响通常内部压料采用氮气弹簧外圈

采用机床汽缸压料，工作时外圈比内圈

提前 5mm 压料。凸模零件内壁。凹模

为零件的外壁。模具工作原理在此不需

细讲。

调试前分析

检查装配情况：模具调试前需要对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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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零件的型号，规格进行检查，对整

体侧围来讲重点是氮气弹簧的使用是否

满足 CAE 给出的压力，图纸由于考虑

模具实际工作情况一般会稍大于 CAE

理论值。比如本套模具前端压料板 CEA

分析时要求为 25 吨，实际安装 4 个 7.5

吨氮气弹簧，实际压料力为 30 吨大于

25 吨满足要求。其余零件按图纸检查。

凸模排气孔的设置

一般情况，选择排气孔要在模具

型面于板料间形成的同一密闭空间的最

底面，或圆弧根部，要求根据每一密闭

的大小均布。如果整个面较为平缓（面

斜度在 5/1000 以下）且没有材料流动

可以把排气孔平均设置在距 R 处最少

10mm 的整个面上。对侧围来说排气孔

可用 φ4 最大不益超过 φ5。数量可根

据经验 1 ～ 2 个 /10000 mm2 均布，并

保证零件成型全过程无密闭空间。排气

孔在内覆盖件或梁类零件看起来无关要

紧，但在外覆盖件特别是象整体侧围这

样的大型覆盖件来讲，排气孔设置不合

理或不足时容易在密闭空间形成高压气

室，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力。轻者造成表

面鼓包严重，零件表面大面积变形；重

者模具无法压到底，零件无法成型甚至

使压床严重处于满负荷状态造成压床损

坏。

凸模蹭光 

蹭光是一种专门工艺 , 易学难精，

采用正确的方法和工具 , 才能快速达到

模具需求效果。侧围蹭光不仅是关系到

模具外观是否漂亮更重要的是关系零件

型面是否光顺合流畅；棱线是否清晰。

因此在这里需要罗嗦一下。

工具选用：

（1）油石，普通油石粒度 80#、

120#、200#、400#。

（2）砂布，120#，320#，

400#，600#。

圆转动打磨机，打磨贴片 150#，

180#，320#，400#，600#，沙纸

轮由粗到细 180#，240#，400#，

600#。

蹭大面方法：

先把大面用记号笔画出，防止错

蹭。方法先用 80# 或 120# 粒，建议

选用 120#，沿数控刀纹方向 45o 加角

蹭第一遍，在按蹭光纹路 90o 夹角蹭

第二遍，最后按刀纹方向蹭第三遍，用

圆转动打磨机，打磨贴片选用 150# 或

180#，反复此程序。直至刀纹最凹处

变成均匀的小麻点。用油石 200# 同样

蹭至麻点几乎消失表面光洁度 Ra0.4，

换用用圆转动打磨机，打磨贴片选用

320# 或 400# 或者用沙布 320# 或

400# 打光主要去除油石痕迹可使光洁

度达到 Ra0.2。再用 400# 蹭光，到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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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刀纹和 200# 油石纹为止。用圆转动

打磨机，打磨贴片用 600# 抛光到在

模具能模糊看到灯光的折射，（光洁

度 Ra0.05），最后用砂布：600# 抛

光到在模具能看到人的眼睛（光洁度

Ra0.025）切记棱线一定不能用上述流

程。特别提醒的是更换油石时一定注意

模具表面的清洁，最好用无油抹布仔细

擦拭。避免留下上次油石颗粒，会使模

具表面出现难以消除的划痕。用的压力

要从 5kg 渐轻到 2kg。

棱线抛光方法：

侧围棱线顶端一般是渐变圆弧连

接两侧面，是非常重要的区域，一定要

用较小的 200# 油石开始，先沿棱线侧

面蹭光，注意不要用力过大，按平面油

石的使用顺序蹭光到光洁度 Ra0.04 左

右，再用纱布和有弹性的软板配合横

向抛光 Ra 使其与两侧面连接，最后

用 600# 砂布抛光到 Ra0.025 即可。

对于材料流动大和变形剧烈的区域要用

1000# 或 1200# 砂纸进行局部抛光达

到能从模具上清楚看到人的头发 ( 光洁

度 Ra0.012）。

凹模的研配

虽然现在模具制造企业都使用精

度很高的数控设备，由于刀具和加工效

率问题的取舍及模具的锅底现象取值问

题，一直是模具不进行研配的拦路虎，

也是我国模具企业也包括欧、美、日等

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模具企业正在研

究的课题。在此我公司现在正处于少研

阶段。如 2005 年我们一套门外板拉延

模具仅研配时间是 60 小时、2010 年公

司可以在 16 小时内完成。模具研配从

现在看来虽然占用工时越来越少，但由

于研配工作对零件的品质影响却是不可

小视，特别是象侧围这样的大型外覆盖

件如果没有好的研合率，零件表面会到

处是压伤，零件喷漆后压伤象一个个伤

疤显现出来，这对外覆盖件绝对不允许

的表面缺陷。良好的研合率还有利于拉

延模具的问题分析判断和解决。因此现

在还需简单介绍其工作方法。

基准的确定

对拉延模具来讲应选用易于制造

且精度容易保证的凸模作为基准，压料

部分最好采用凹模压料部分为基准，原

因是零件的理论成型深度是凹模压料面

到凹模型面的底面深度，这个深度是不

考虑零件侧壁由于成型过程中塑性变形

和弹性变形是同时存在的。就会造成零

件的实际深度尺寸略小于理论尺寸。为

消除这种现象我们采用凸模和凹模的压

料面作为研配基准对其对应零件进行研

配。

研配方法

压料圈研配：对侧围拉延模具来讲

由于压料面较为平缓，我们可直接带料

厚研配。最好先采用小于料厚的 10%

的代用板料或直接研配，先把模具封闭

高度调整到距设计封闭高度 3.5mm，

把代用板料放入压料圈上，逐步降低闭

合高度使机床压力值为 50 ～ 80 吨。为

节省材料可剪成宽度能覆盖压料面的条

状，长度最好成型后等于压料面长度，

也可分为数段用分批抽块的形式压出。

注意不要遗漏压料面，可少量重叠。压

出压料面的形状，用记号笔标明对应位

置，把材料两面均刷上红丹粉或兰油，

侧围研配建议用兰油，按次序对应放在

压料圈上。用压机压压合，去除板料两

面均有压痕处。如图 4 所示，反复进行。

如果使用直接研合的方法要注意，压合

时力量不能太大，压合力可随着研合率

的提高从 50T 逐步增加到 200T。每压

合前必须用干净的擦布把上下模具擦拭

干净。以保护基准件的表面不被沙粒压

伤。

凹模的研配

凹研配同压料圈大致相同只是建议

最好用下面介绍调试的方法把零件的大

致形状压出。用研好蹭光的压料圈把零

件压出 5 ～ 6 件。如果有起皱要先用切

割的方法去除有叠料趋势的地方，此时

的零件可以有局部开裂。研配时开裂处

单独用等料厚的材料研配。当然也可用

研压料圈的方法抽块研配，只是效率较

慢。仅供特殊情况下使用，如开裂、起

皱极为严重、零件不能成型的情况下使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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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研配总体要求

研配到研合率在 80% 时就需要先

用 120# 油石蹭去高点再进行研配。此

时研配要每研配 1 ～ 2 次更换一次板料。

避免材料由于板料受压变薄，造成研配

时判断错误。当研合率压料筋内侧达到

90% 至 95％外侧 20mm 处达到 90％

左右。20mm 以外可由 80％逐渐过渡

到有 0.05mm 到 0.1mm 的间隙可判断

为研配完成。

零件调试注意问题

通过调试前准备就可上压床试冲，

试冲较简单。但必须注意一点就是模具

试冲时不要一次压到底。因为有些地方

可能会起皱或开裂造成局部叠料使模具

表面压伤，甚至压坏型面。经现场试验

先留 15mm 试冲较为合适。确认无叠料

情况下再按下列推荐尺寸调试。推荐尺

寸为 15mm、10mm、5mm、3mm、

2mm、1.5mm、1mm、0.7mm、0。

如有叠料需立即进行调试，直至消除后

方可进行。

调试主要问题及分析

调试问题零件距设计封闭高度

5mm 时零件出现开裂和起皱情况如下

图所示问题点 1 如图 5、问题点 2 如图

6 所示。                                             
问题 1

起皱原因经：过现场实际工作情况

看出在拐角处材料流向是沿箭头从外向

里补充，

零件形成前为面积为：

S1 ＝ πR12×120/360-

πR32×120/360

成型后材料面积为

S2 ＝ πR22120/360-

πR32×120/360。

由于 R1>R2 从现场实际测量可知

R1 ＝ 120mm；R2 ＝ 116.5mm。特

别是两侧面流量达到 20mm。现在分析

按最小的 R 改变 3.5mm 计算材料的面

积积变化情况如下：

S △＝ S1 － S2

（πR12 － πR32）－（πR22 －

πR32。）/120/360。

＝ 3.14×（R12 － R22）＝ 3.14×

（1202-116.52）120/360。

＝ 998.315mm2

很明显虽然 R 处线段仅变短了

3.5mm 但材料却有 998.315mm2 面积

的板料多余。这些多余的材料没有地方

吸收，只能在拐角处以波纹状隆起或叠

料的形式出现。把压料圈顶起，使直边

压料圈起不到压料作用，造成直边材料

失控沿箭头方向大量流入，形成起皱。

解决方法：

尽量增加拐角处平面压料力，严格

控制材料的流入。现在我们使用的方法

是研配时尽量使拐角处研合率高于其他

部位，形成强压。然后调试，如果在零

件成型初期出现角部横向的开裂可降低

拉延筋，每次不要降低的太多，一般情

况 1.5mm，注意一定要保持拉研筋的

圆滑光顺，否则会因为材料受力不均使

调试失败。此处尽量少走料，只要零件

没有角部的横向开裂即好可。

问题 2

开裂原因：经过现场实际工作情况

看出在拐角处材料流向是沿箭头从外向

里补充，

与问题 1 相反这里不在计算，也可

用久里金法则计算来证明这一点（任何

形状的母线绕轴旋转一周所得到的旋转

体面积，等于该母线的长度与其重心绕

该轴线旋转所得周长的乘积。）要求也

是尽量减少材料流动。在此处还需要重

点考虑 箭头 1 和箭头 3 的同步性，由

于 箭头 1 和 2 是成 90°方向走料如果

一个方向走料特别多，另一方向走料特

R2
R3

R1

箭头 1

箭头 2

起皱

开裂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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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少就会出现与 1、2 箭头夹角倾斜的

裂纹。

解决方法：

尽量增加拐角处平面压料力，严格

控制材料的流入。现在由于模具内压料

圈是氮气弹簧压料力较小，而且调整范

围有限，我们采用在外圈工艺补充部分

增加压料筋以控制材料流入。

调试判断技巧：

如果在零件成型初期出现角部横向

的开裂可降低拉延筋，每次不要降低的

太多，一般情况 1mm，注意一定要保

持拉研筋的圆滑光顺，否则会因为材料

受力不均使调试失败，

如果成型初期有开裂证明需要补充

的材料缺口较大，可直接在工艺补充部

分增加后部大前部小形状如同雨滴状的

预存材料的工艺凸台，用于满足成型时

材料需求。

如果成型后期出现沿 1、3 箭头角

平分线附近出现纵向裂纹，说明材料流

入稍多。量不是太大，可通过调整氮气

弹簧压力解决。

如果成型后期出现与 1、2 箭头角

平分线有夹角的倾斜裂缝证明是因为材

料沿箭头 1、2 方向流量不均衡引起材

料被拉开。可根据裂开处位置进一步判

断哪个方向材料流入多，方法是看开裂

最大处靠近哪个方向，哪个方向材料流

入多。如图是箭头 2 方向材料流入多。

本套模具通过补焊箭头 2 的拉延筋使材

料达到平衡。也可在保证无角平分线无

纵向裂纹的前提下加大箭头 1 处压料筋

间隙。

问题 3

零件沿凸 R 开裂 如图 7 零件沿凸

模 R 处开裂原因较多通常根据实际情况

用排除法判断：凹模 R 较小，材料在经

过凸模 R 时由于变形急剧材料产生加工

硬化使材料开裂。

（1）判断标志是：模具光洁度达

到 Ra0.05；材料变薄明显，零件上 R

根部有明显的材料滑移痕迹，镀锌板料

R 处有锌膜脱落现象遍布整个凹模 R；

材料流动少，通常在零件拉延初期出现

开裂。开口通常较大。

解决方法：在零件允许范围内增加

R 半径，凹模 R 光洁度差，使材料流动

时所需拉力大于材料的抗拉强度，使零

件开裂。

（2）判断标志：模具光洁度没有

达到 Ra0.05；零件表面有明显滑移，

镀锌板料 R 处有锌膜脱落现象，局部有

可能拉毛，垫塑料薄膜零件开裂消除或

减小；材料流动较少，通常在零件拉延

中后期出现开裂。开口通常不太大。

解决方法：提高凹模 R 光洁度达到

Ra0.025，球头处达到 Ra0.012mm。

件凹模 R 不均匀。使材料局部拉

力大于材料的抗拉强度使零件局部先产

生开裂。随着拉延深度的增加，材料沿

局部裂纹突然被撕开。形成较为整齐的

裂口。

（3）判断标志：模具光洁度没有

达到 Ra0.05。凹模 R 有凹坑、横向棱线、

突起等缺陷。

零件仅局部表面有明显滑移。镀锌

板料 R 处局部有严重锌膜脱落现象，局

部拉毛严重。

解决方法：消除 R 缺陷。

（4）材料局部流动变化大，在零

件拉延时中后期出现开裂。开口通常为

斜向开裂。

压力过大使零件成型部位不能及时

的得到材料的补充，使零件开裂。模具

光洁度达到 Ra0.05。

材料成型处大面积变薄明显，零件

上 R 根部有明显的材料滑移痕迹。镀锌

板料 R 处有锌膜脱落现象遍布整个凹模

R。

材料流动少，开裂通常发生在零件

成型中期。开口通常较大。

解决方法：降低压料力。

（5）延筋设置不合理，使材料无

法补充到成型处，使材料开裂，模具光

洁度达到 Ra0.05。

材料成型处大面积变薄明显，零件

上 R 根部有不明显的材料滑移痕迹。镀

锌板料 R 处无锌膜脱落现象。

材料局部流动少，开裂通常发生在

零件成型任何时期。开口通常大小不一。

解决方法：适当更改拉延筋位置或

高度。

料等级不够

判断标志：模具光洁度达到

Ra0.05。材料变薄不明显，零件平面

开裂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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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菊皮现象。镀锌板料平面有桔皮样

裂纹。材料流动少，通常在零件拉延初

期出现开裂。开口通常较大。

解决方法：更换板料。经现场对零

件成型过程观察，问题 3 的发生时间为

成型中期。我们可以排除凹模 R 的小原

因，根据开口发生状态排除零件凹模 R

不均匀。根据零件表面滑移情况可以排

除拉延筋设置不合理。根据板料表面情

况可以排除板料等级不够。经过对模具

R 的光洁度与光洁度对比块对比发现凹

模 R 光洁度没有达到 Ra0.05。通过垫

塑料薄膜零件开裂减小。通过对压料圈

平衡块加垫消除此处零件开裂。证明对

此处的调试只要抛光此处凹模 R 和适当

的减小压料板压料肯定能调试出合格零

件。

问题 4

零件到达设计封闭高度时零件出现

凹陷所示问题点 4 如图 8 所示。

原因：经过现场实际工作情况看出

凹模台阶下部是先于台阶上部于板料接

触，很明显台阶上部需要的材料较多下

部需要的材料较少，在此形成急剧的过

渡。

分析：通常用于此处不是正规几何

截面不好直接量取，我们可以用利用弹

性较小的细钢丝量取两型面的差值来进

行实际分析，也可用简单的线长分析法

分析图示为沿型两条大致为弧形曲线。

根据角度相等 R 不等可算出凸台侧部的

变化情况。这里不再细讲计算过程。得

到的值 6mm，此侧围板料材料的可压

缩率通常不大于 1％、拉伸率 19％。用

6mm 的值与拉伸率和收缩率的最大值

进行比对发现有 2mm 的线长不能被吸

收。使材料出现富余。

解决方法：增大斜面使实际线长等

于或稍小于最长线长的拉伸率的值，大

于收缩率的率的最大值。由于零件限制

不能采用。我们采用增加红、黄线处 R

加大材料的吸收范围，在后续增加对红、

黄线处的整形序，使重要的 A 级面缺陷

消除或转移到允许产生波纹的配合面，

使零件合格。

问题 5

如图 9 所示通过现场实际工作情况

看出，在拐角处材料流向是沿箭头从外

向里补充分析原理同问题 1。只是要保

证的部位相反。

解决方法：

保证箭头 1 处不开裂的前提下增加

箭头 1 处的材料流入。严格控制箭头 2

处材料的流入。我们使用的方法是研配

时尽量使拐角处研合率高于其他部位，

形成强压。然后调试，如果在零件成型

初期出现角部横向的开裂可降低内部拉

延筋，每次不要降低的太多，一般情况

1.5mm，注意一定要保持拉研筋的圆滑

光顺。通过平衡内外走料多少达到消除

波纹。 

总结

模具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但模具调

试理论是有规律可寻的，就是，如何时

时刻刻的使材料按我们的意愿在模具型

腔内有规律的流动。通过调试使制件合

格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怎样用调试的理

论把问题解决在设计的前期，才是我们

模具人要努力的方向。也模具流水化生

产的要求。让我们模具人协起手来。让

这个美好愿望早日变为现实。

图 8

凹陷

1

2

波纹

图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