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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内板模具开发关键步骤研究与应用
文 | 闫浩涵、许晓燕、林春雷·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技中心 

一直以来，在所有汽车冲压零件生产过程中，车门内板出现质量问题的频率一般高于其他产品，并且与之相关的

门总成与白车身的匹配也容易出现问题。为了降低生产过程中此类问题的发生频率，本文系统的汇总了车门内板冲压零

件的比较常见的质量问题，并对问题的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制定了根本解决对策并分解到模具开过程

的对应关键步骤,以便工程师能够在模具开发过程中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管理。

开发背景及目标

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各大品牌竞争日趋白热化，

新车型推出的速度越来越快，同时以往的固定模具开发周期

难以满足模具开发的实际需要。尤其是车门内板模具，在模

具开发过程中及其不稳定，后期调试及生产较为困难，影响

整车开发周期。

通过编制车门内板模具开发管理规范可以为后续车型开

发车门内板提供帮助，缩短模具开发周期，更快速更高效的

制造出新车型。

门内板模具开发主要管理方向

产品设计方向

产品设计阶段主要验证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成形性是否

充分、产品能否满足生产稳定性为主，此阶段结合各车型设

计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其重点分类及关注事项如

下：

面品缺陷管理

重点对产品造型设计失误，冲压模具无法完成或制造困

难的位置进行规范。

图 1 面品缺陷导致产品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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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性管理

对产品设计阶段数据进行 CAE 分析，并结合以往车型案

例，对成型性困难位置进行重点管控。

产品稳定性管理

车门内板造型设计时，设计者往往对生产稳定性疏于考

虑，导致现场调试无法满足生产要求。应对此问题进行重点

管控。

模具设计方向

车门内板的模具设计主要以工

艺设计及结构设计为主。在工艺开

发阶段确定重点关注问题及工序排

布。在结构设计阶段对模具结构进

行精简化及标准化处理，压缩模具

重量、降低模具开发成本，同时通

过对模面进行精细化处理，使车门

内板的研配及调试更加容易，提高

生产效率。

模具制造及调试方向

对模具调试方法（拉延筋、研配等）、验证方法（首件验证，

过程验证）进行管控。

模具预验收方向

对模具验收重点步骤及流程进行管控确认（稳定性验证、

型面扫描确认、拉毛趋势评估等）。

车门内板模具开发管理思路

造成车门内板生产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是前期产品缺陷分

析不到位，从而导致后期调试困难，通过现场调试无法达到

预期效果。

通过对多个车型的现场调试问题进行梳理，总经验教训

并在此阶段进行管控。

图 2 CAE 分析对比

图 3 产品设计未考虑机器人抓取位置

图 4 车门内板工艺基本

工序布置

图 5 模具调试示意图

图 6 模具预验收重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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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造型管控

对产品设计缺陷、成形性缺陷及其它影响生产稳定的造

型类问题进行重点分类并管控。

面品缺陷问题

成形性问题点重点问题。

图 7 面品缺陷重点问题点图示 图 8 面品缺陷重点问题点图示

图 9 成形性问题图示

重点关注问题

一 面品缺陷

a. 车门内板轮罩区域拉伸起皱
b. 门锁处 R 衔接不顺造成铰链面拉伤严重
c.A/B 柱造型较深，过度区域剧烈，导致制件开裂起皱
d. 产品凸台造型不连续，造成产品立壁拉伤严重
e. 局部法兰面落差过大，整形后侧壁曲折无法消除
f. 水切与门过度区域里面角度太小，导致孔颈缩开裂
g. 法兰边太长，成型困难，易回弹

二 成形性

a. 法兰边，吸皱筋设计不合理，回弹不好控制
b. 角部法包边兰面宽度过大，成型性不良
c. 典型的马鞍面，中间低，两端高，拉延过程中中间积料，拉延到底时
无法完全展开，产生褶皱

三 产品稳定性
a. 产品无大面积平面，无法设置大吸力吸盘，导致生产过程掉件
b.GD&T 定位位置合理性
c. 激光拼焊设计及加工调试位置

产品 关注 解决方案

a
车门轮罩
处立壁起

皱

在车门内板轮罩处侧壁增
加吸皱筋，其形式可根据
实际拉延深度经过 CAE
分析后，加横筋或竖筋。

b

角部法包
边兰面宽
度过大，
成型性不

良

优化门锁 R 角造型，过度
好 R 角的衔接，尽量减少

R 角造型。

c
A/B 柱造型
较深，过度
区域剧烈

对产品 R 角进行放大，对立
壁角度进行更改，增大拔模

角度。

产品 关注 解决方案

d

产品凸台
造型不连
续，造成
产品立壁
拉伤严重

控制产品凸台垂直方向控
制在一个方向。

e

局部法兰
面落差过
大，整形
后侧壁曲
折无法消

除

增加台阶形状吸皱。

f

水切与门
过度区域
里面角度
太小，导
致孔颈缩

开裂

增加过度区域斜面角度，
过度 R 角放大。

g

角部法包边
兰面宽度过
大，成型性

不良

增加造型使宽度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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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稳定性问题

GD&T 定位位置的合理性

GD&T 定位点的管理

以往车型中，时常出现车门内板冲压件精度已满足要求，

但装车匹配效果不好的情况。这种情况的普遍解决方法是匹

配车身对车门内板进行整改，此方案无法找到问题根本原因，

只为了匹配而调整。

GD&T 定位点关注事项

车门内板 GD&T 零件的定位方式在检具上一定要按照产

品的一次成型面进行定位，避免在法兰面（包边面上）进行

定位。

单件检具的定位面要与总成检具的定位面保持一致，这

样可以保证匹配车门总成时基准相同，避免基准不统一造成

模具盲目整改。

图 10 生产稳定性重点问题

图 11 GD&T 定位点标准定位图

图 12 错误的 GD&T 示意图

产品 关注 解决方案

a

产品设计未考虑吸
盘位置 , 产品无大
面积平面，无法设
置大吸力吸盘，导
致生产过程掉件。

加大吸盘面，每个件在平面
位置至少给 4 处直径 60 的

吸盘位置。

产品 关注 解决方案

a

法兰边，
吸皱筋

设计不合
理，回弹
不好控制

根据 CAE 分析结果，把
成形性不好的吸皱筋进行

位置调整。

b

角部法包
边兰面宽
度过大，
成型性不

良

增加造型使宽度保持一致，
使走料充分。

c

典型的马鞍
面，中间低，
拉延过程中
中间积料

造型设计时尽量避免马鞍
面，或尽量减小高低差；车
门采用分体结构；起皱位置
加造型，减弱起皱的程度；
此位置全序增加强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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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T 中 RPS 点位置错误在调试过程中误导了精度的

整改方案。

激光拼焊关键点管理

通过对多个车型的车门内板拼焊缝问题进行跟踪及梳理，

总结出重点问题项进行关注：拼焊料厚要求。

为增加门总成强度，门内板采用两种不同厚度的钢板拼

焊后进行冲压成型，两种料厚高度差 0.9mm 左右，( 料厚差

异达到 56.2%，一般最大差异控制在 50% 以内 )。

激光拼焊关键点管理

图 13 激光拼焊板在拉伸过程中的材料流动示意图，因拼

焊位置为整个板料在拉延过程中的应力集中点，材料分别向

两个相反的方向流动，在应力集中处附近会出现轻微变形；

拉延下面拼焊缝位置制造准确性，以 CAE 结构加工；

板料尺寸波动导致拉延过程中拼焊不稳定；

根据板料产生变化发生问题时，使用拉延定位调整可解

决上述问题；

对过渡区形状进行调整，材料变化一致性增加。

激光拼焊产品优化

模具设计管控

工艺及结构管理

针对工艺及结构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控制要点进行重点关

注及标准化管理，其具体内容如下：

工艺问题：

⑴窗框处拉延较深，造成暗裂频发；

图 13 失败的拼焊料后设计

图 14 激光拼焊材料流动 图 15 激光拼焊产品优化

图 16 激光拼焊产品问题

产品 关注 解决方案

a

拼焊缝与音响孔的
设计距离不能太

近，考虑拉延后拼
焊缝的走料。

产品设计时，拼焊缝远离
R 角 50mm，避免拉延后

拼焊缝爬到 R 角内。

b

车门内板拼焊缝附
近产品造型较深 R
角小制件容易开

裂。

CAE 分析时，拼焊线位置
减薄严重区域，要求产品
落差控制 10mm 以内，周
边 R 全部放大至 R10 以

上。

c

控制拼焊板过度区
域，不可以按照产
品设计高低差进行

设计加工

加工时，拉延模凸模薄厚
板过渡区域各 10mm 打斜
角进行平缓过度，避免制

件压伤。

d
拼焊缝的位置不可
按照产品位置进行

加工

模具加工时拉延模拼焊线按
照 CAE 分析结果加工，避

免拼焊线面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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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后部采用正修加上整形结构，造成下部包合面不平整

修边线扭曲；

⑶下角部两侧未设计余肉，造成角部起皱严重；

⑷窗框拐角处分模线设计太曲折，造成局部起皱严重；

⑸中间废料区未设置废料刀，造成拉延成型裕度低生产

过程中频发开裂。

工艺控制要点：

⑴拉延方向以顶面的垂直方向为冲压方向；

⑵要求拉延要一次拉延到底，二次拉延结构暂时取消；

⑶角部易起皱位置要设计大余肉；

⑷车门下部采用拉修的结构；

⑸拉延中间大冲孔设计破裂刀，增强成型裕度；

⑹拼焊缝位置要按 CAE 分析结果加工。

模具结构要点：

OP10：拉延凹模与压边圈增加导向键，提升稳定性；拼

焊板不采用镶块拉延，入厂后直接做镀铬处理。

⑴压边圈与凹模间增加导向键，提升拉延稳定性；

⑵工作部分均为 GGG70L，增加耐磨性；

⑶采用框架导向形式，提升导向精度及稳定性；

OP30：整形块采用锻件形式，底面增加调试垫版

5mm；

后工序压料芯采用设计全符型形式；后期根据模面设计

采用加工避让形式；

图 17 工艺问题图示

图 18 工艺问题图示

图 19 拉延结构要点

图 20 后序结构要点

图 21 整形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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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镶块采用空冷钢结构，确保后期模具调试方便，为

后期模具增加标准垫板左准备。

门内板儿童锁标识

儿童锁标识采用镶块形式

安装在整形工序压料板上

标准见生技冲压技术标准 3D 实体 512600-01

门内板儿童锁标识压印清晰

模面处理

按零件功能区域设置对模具着色进行区分，分为一般着

色、虚着色、强着色，此设置既满足零件质量要求又减少模

具研配工作量。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模具制造调试管控

对模具加工、调试方法（拉延筋、研配等）、验证方法（首

件验证，过程验证）进行管控。

铸件性能检测

关键零件的铸件必须要有检验报告，必要时进行第三方

检测，确保模具淬火硬度及整体铸件质量。

铸件外观检测

对铸件外观进行检测确认是否达到质量要求，如铸造砂

眼、铸造气孔、铸造变形等。

数铣加工

传统加工工艺：更好体现车门内板的模面设计效果，拉

延模的加工不能使用传统的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

工——粗研——淬火——精研的加工工艺。因为传统加工工

艺中的淬火环节会造成模具变形量过大，从而使得模面处理

效果大打折扣。

改善加工工艺：应采用粗加工——半精加工——淬火——

精加工——研合的加工工艺，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激光淬火。

凸模基准确认：

确认有无加工缺陷；

确认走料 R 角是否光顺一致；

确认 R30 以下圆角有无淬火软点。

调试

车门内板拉延模的调试难点是平衡开裂与褶皱。调试顺

序如下：

⑴首先调试板料尺寸及位置；

⑵调试成形压力、压边力、顶出高度等压力参数；

⑶根据零件开裂起皱情况确认是否调整工艺余肉；

图 23 儿童锁 NG 及 OK 比示意图

图 24 强压区域示意图

图 25 数控加工示意图

图 22 儿童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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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根据板料的走料情况调整拉延筋高度及位置，最后通

过优化产品圆角或更改造型来最终完成拉延模的调试。

首轮调试：

⑴车门内板的拉延模材料流动量较大，因此压料面研合

必须重点进行控制。压料面研合率不到位，走料不均匀会造

成材料流动难以控制；拉延筋的设置要遵循内紧外松原则。

以 XY 为中间部位为基础，保证筋内侧研合率 100%；

⑵模具上机床前，要对顶杆高度进行确认，顶杆高度用

同一顶杆孔定位，进行高度测量，精度控制在 ±0.1mm 之内；

⑶调试前要确认材料牌号、料厚、尺寸、制造厂家信息，

符合 CAE 分析数据；

⑷以 CAE 提供的顶出高度、压力 ±10% 进行调试，为

保证模具不受损，凹模与压边圈接触后确认压料面是否吻合，

若存在问题，须及时增加顶出力，防止皱褶将压料面压伤；

⑸起皱重点解决角部和带门框车门的门框部位。

一般首轮调试除了开裂和褶皱外，还要关注以下几点：

侧壁收缩：多数门内板的成型深度都在 140mm 以上，

属于深拉延成形，成形后冲压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收缩情况，

影响车门与侧围之间的密封间隙。重点要确认车门与铰链及

门锁部位的收缩量；

立面扭曲变形：产生的原因为：拉延件深度不到位，凸

凹模间隙不均匀，后工序符形不到位，整形力过大，整形面

研合不彻底，产品 R 角修研过大；

侧壁凹陷、回弹：产生的原因为：拉延力过小、过大，R

角不光顺、材料流动不均匀，侧壁间隙大；

法兰不平：产生的原因为：整形面研合不到位，拉延走

图 26 拉延走料示意图

图 27 为凸模及圈着色事宜图

图 28 车门起皱部位示意图

图 29 凸凹模间隙不均匀导致起皱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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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均匀，冲压工艺设计不合理，产品先天性不良，型面起

伏大造成；

法兰翘曲：产生的原因为：拉延模调试时放大 R 角，整

形量大，引起变形；

修边线短：产生的原因为：拉延模调试时放大 R 角，整

形时材料流动，边界内缩；

棱线不清：产生的原因为：棱线 R 修理不光顺，拉延不

到底；

冲击痕：产生的原因为：凹模口 R 不光顺，R 太小，侧

壁间隙不合理，刺破刀部位切刀过高，位置不对，产品 R 过

渡不圆滑，未球化。

精度提升阶段

拉延模具型面精研，重点是门内饰板安装面、密封面、法

兰面及功能孔所平台等型面的研合。拉延侧壁间隙不能过大，

否则会产生内凹现象。研合前需确认型面间隙、着色情况是

否与研合指示图一致，如果存在异常，必须确认原因并整改，

必要时重新加工型面；

后工序的模具一定要先确认工序零件与下模的附合程度，

确认零件无干涉，避免压料时产生二次变形；

后序模具研合范围，修边类模具刃口以内 15 ～ 20mm

压料宽度，翻边类模具 50 ～ 60mm 宽度，外板

70 ～ 80mm；

确认 GD&T 图上的零面点在各序模具都要附形，不能空

开；

整形镶块研合时根据首次出件状态选择性的避开圆角，

避免多次成形；

确认拉延模板料流入量，与 CAE 对比状态；

确认板料减薄情况，在风险区用千分尺测量料厚数据；

图 30 放 R 角导致修边线短

图 31R 不光顺导致冲击痕

图 32 此图为经验后的着色照片

图 33 确认后续是否付型 图 34 后序压料研合

图 35 整形镶块研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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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延模具成形裕度，上、下 20%，10% 能正常出件。

模具验收管控

对模具验收重点步骤及流程新型管控确认（稳定性验证，

型面扫描确认）拉毛趋势评估等。

车门内板冲压件的检验重点

法兰型面合格率：根据公差要求，对法兰的合格率、极

差进行控制，关键尺寸大于 95%；

侧壁型面：侧壁要平直，不要产生缺陷，铰链安装面、

门锁安装面的公差一致性控制在 0.5mm 以内；

扭曲：拉延力不均匀，压料力不够，压件器研合不彻底，

整形受力不均匀，压件器设计不合理，产品结构不合理，拉

延 R 过大，凸、凹模间隙不合理，凸凹模受力不均都可能导

致底面扭曲；

修边线：内板侧壁及法兰符合公差要求的前提下，调整

修边线，尽量保证修边一致性，公差符合检测报告；

孔径、孔位：所有划线孔、目视孔、与主副定位孔一致，

保证公差要求；

减薄 : 重点检查内板角部侧壁、翻孔少料侧壁，所有 R

下切点；

零件一致性：同一模具连续检测 3 ～ 4 件，同一检测点

数据跳动量不大于 0.2；

冲压件进行扫描或照相检测，对比零件整体变形量。

制定车门内板模具开发关键步骤研究与应用

通过此规范，节约前期分析时间，并对对后期调试及生

产稳定性奠定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车门内板需要控制的难点还很多，需要不断

积累总结经验，在问题发现前期进行控制，从源头解决问题。

通过从前期产品造型到后期模具调试按照标准的流程来使车

门内板模具开发更加完善，从而达到制件稳定，缩短开发周

期的效果。

图 36 关键尺寸合格率大于 95%

图 37 扭曲分析数据图

图 38 修边检三坐标检测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