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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冲压零部件如何实现降噪
文 | 道依然

本文聚焦有良好NVH发动机冲压零部件的开发与制造，针对适合发动机冲压零部件降噪的复合钢板阻尼材料的试

验配比，对配比后的钢板做振动试验分析减振降噪效果，针对现生产零件使用配比阻尼材料的减振降噪复合钢板的模态

分析，制造使用配比阻尼材料的减振降噪复合钢板的发动机零部件，测量NVH并与普通钢板对比，析出技术要求点，

应用到发动机其他冲压零部件上，该降噪技术对国内发动机行业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项目目标与方案

总体目标

配比出降噪复合钢板阻尼材料 , 使得阻尼钢板的隔声测

试、振动传函测试的振动噪声性能优于普通钢板；

降噪复合钢板的发动机零部件制造成功；

降低整个发动机的 NVH1.5 ～ 3dB。

方案

不断配比出减振降噪复合钢板阻尼材料，已达到阻尼钢

板的隔声测试、振动传函测试的振动噪声性能优于普通钢板；

借助模具冲压技术保证减振降噪复合钢板的发动机零部

件制造成功；

反复 1.2 的工作已最终达成降低整个发动机的

NVH1.5 ～ 3dB。

降噪发动机冲压零部件开发与制造

减振降噪复合钢板阻尼材料的试验配比

技术内容：研究调配了一种阻尼性、减振性，成形性、

导电性、撕裂强度、剥离强度、耐寒热性、抗腐蚀性、抗老

化性适当的降噪材料，实现了降低钢板振动噪音。

创新点：金属由于内耗（损耗因子：黏弹性材料在交变

力场作用下应变与应力周期相位差角的正切，也等于该材料

的损耗模量与储能模量之比）较小，当受迫振动时，吸振能

力较低，容易产生较大幅度的共振，产生较大的噪音。借助

减振降噪材料的性能吸收大量的振动机械能，并将振动机械

能转化成热能，抵消噪音。

具体实施方式：n 次试验调配降噪材料的成分和比例后，

采用降噪材料的钢板油底壳比普通冷轧钢板油底壳噪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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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3dB。

制作减振降噪材料的步骤：

在钢板基材 A 上表面粘接减振降噪材料（粘接强度和

温度对减振降噪复合钢板的成型性有较大的影响，粘接力到

15MPa 就接近于普通钢板的成型性和拉皱型，根据使用的环

境温度选择阻尼材料）：

在减振降噪材料上铺钢板基材 B，轧制而成：

降噪复合钢板是由上下的对称的普通钢板与中间的高聚

物树脂组成，中间层被上下基板约束，形成约束阻尼结构，

如图所示复合减振降噪复合钢板断面图微观图。中间层是具

有较高损耗因子的高聚物。普通钢板提供强度及刚度，中间

高聚物层则可吸收振动和噪音。

阻尼材料的降噪复合钢板振动试验分析

普通钢板与阻尼钢板振动噪声性能对比

普通钢板与阻尼钢板

阻尼钢板：本次测试总厚为 1mm 厚的阻尼钢板。1mm

厚的阻尼钢板组成结构为：0.5mm 普通钢板 + 超薄阻尼层

（50-150µm）+ 0.5mm 普通钢板 , 由于阻尼层厚度超薄，

复合降噪复合钢板断面图微观图

检测报告

表 1 高聚物阻尼材料的成分比例及作用

成分 比例（%） 作用

氯丁橡胶 30 ～ 40
阻尼，耐寒热，抗腐蚀，抗老

化

丁晴胶 20 ～ 30 减震，成形，抗撕裂

石墨 1 ～ 10 导电

胶水 1 ～ 10 抗剥离

丙烯酸酯 1 ～ 5 助成形

丁酯 1 ～ 5 增塑

表 2 高聚物阻尼材料的性能指标

项目 检验标准 结果

安全性 IS014001-2004 符合

禁用物质 CES 10903 符合

阻尼峰值 GB/T 18258-2000 ≥ 0.25

T- 剥离强度 BZJ902-2005 40.5N/cm2

耐温性能 BZJ902-2005
2000℃，30min 后

样品无开裂

成形性 实际生产试验
可以 V 性轴变，900 弯曲，

冲孔，扩孔，弯边，滚弯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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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阻尼钢板厚度为两块钢板厚度叠加。

普通钢板与阻尼钢板面密度一致，如图。

隔声测试

对 1mm 钢板与阻尼钢板隔声性能进行测试与分析对比，

结果如图所示。

结果分析：

1mm 阻尼钢板隔声性能明显比 1mm 钢板隔声性能好，

在 200Hz 以上，各个频段高 1.5 ～ 3dB；说明阻尼能够有效

降低 1mm 阻尼钢板的振动辐射噪声。

1mm 钢板在 160Hz 与 200Hz 有隔声峰值与谷值，根

据以往经验：该峰值的产生是由于钢板边界约束导致，但是

1mm 阻尼钢板没有，说明阻尼对 1mm 阻尼钢板低频共振有

抑制作用。

振动传函测试（振动传函：⑴传递函数反映系统本身的

动态特性，只与本身参数和结构有关，与外界输入无关；⑵

对于物理可实现系统，传递函数分母中 s 的阶数必不少于分

子中 s 的阶数；⑶传递函数不说明系统的物理结构，不同的

物理结构系统，只要他们的动态特性相同，其传递函数相同。）

测试对象：830mm×830mm 的钢板与阻尼钢板。测试

频率：800Hz 以内。

测试地点：混响室（混响室声学效果说明：混响室是扩

散声场，声音发出之后会被反射，即产生回音效果，混响室

测试产品：混响室一般用于电声行业、测试乐器、音响、钢

琴等产品）

如图所示，在板中心用力锤敲击，在板上布置五个振动

传感器，由于测试结果发现各点的振动趋势类似，为节省篇幅，

只取测点 2 进行图示并分析。

1mm 钢板与阻尼钢板隔声性能

振动测试



61 生产 MANUFACTURE

2020.4  金属板材成形

结果分析：阻尼钢板振动比普通钢板振动小。

结论

本测试通过对钢板与阻尼钢板的隔声测试、振动传函测

试对比两者之间的振动噪声性能，得到阻尼对 1mm 阻尼钢板

的振动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阻尼材料的减振降噪复合钢板的模态分析

复合减振板力学性能测试

复合减振板剥离强度实验

取 150mm×25mm 的长条试样三个，将长条试样通过

线切割制成图所示的 T 形试样，采用拉伸机，设定拉伸速度

为 100mm/min。

三个 T 型试样拉伸后的力与位移关系图如图所示：

实验数据处理后如表 3 所示：

在表 3 中得出 T 型试样在拉伸时三个试样的平均最大拉

力为 424N，平均剥离强度为 169.6

复合减振板剪切强度实验

取的长条试样三个，将长条试样制成图所示试样，采用

拉伸机，设定拉伸速度为 5。

三个剪切强度试样拉伸后的力与位移关系图如图所示：

剥离强度测试示意图

剥离强度测试三个试样的力与位移关系图

表 3 剥离强度三个试样拉伸后信息

最大力 \N 剥离强度 \N/cm

试样 1 419 167.6

试样 2 450 180

试样 3 403 161.2

平均值 424 169.6

剪切强度测试示意图

剪切强度测试三个试样的力与位移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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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处理后如表 4 所示：

在表 4 中得出 T 型试样在拉伸时三个试样的平均最大拉

力为 2960N，平均剪切强度为 9.472MPa。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复合减振板的力学性能如表 5 所示：

油底壳模态分析

油底壳逆向工程

将油底壳实物通过喷粉、贴标志点，利用 3D 扫描仪将油

底壳扫描生成点云。

把点云导入到 GeomagicStudio2014 软件中，由于扫描

过程会出现部分特征的缺失，所以首先需要将点云进行优化

处理，然后将优化处理后拼接的点云进行处理稀化，优化处

理完的油底壳点云如图所示：

将处理后的点云以 stl 文件的形式导入到 UG 中，进行逆

向工程，通过逆向得到油底壳的几何模型，其逆向完零件如

图所示：

油底壳模态分析

将逆向完成后的油底壳进行模态分析，有限元模型是有

限元分析中的基础，反映几何模型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的受力

情况和结构的力学关系，包括材料属性、外部载荷和约束等

信息。本次实验将会对比宝钢 DC06 钢材材料的油底壳模态

和宝钢减振复合板材料的油底壳模态。有限元模型如图所示：

表 4 剪切强度三个试样拉伸后信息

最大力 \N 剪切强度 /MPa

试样 1 3090 9.888

试样 2 2990 9.28

试样 3 2800 8.96

平均值 2960 9.472

表 5 复合减振板的性能参数

产品性能 指标

减振性能 阻尼系数峰值 ≥ 0.2

粘接性能
剪切强度（MPa） ≥ 8.96

T- 剥离强度（N/cm） ≥ 161.2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MPa） ≥ 340

油底壳实物图

3D 扫描仪

油底壳点云

油底壳逆向后

油底壳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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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阻尼时对油底壳的 10 阶模态分析如下：

 

在有阻尼时对油底壳的 10 阶模态分析如下：

一阶模态二阶模态

三阶模态四阶模态

五阶模态六阶模态

七阶模态八阶模态

九阶模态十阶模态

一阶模态二阶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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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油底壳模态分析云图可知两种材料的油底壳在

相同阶次下，其模态特征相同。从模态分析结果可知 , 低频激

励主要激发油底壳整体的弯曲和扭转振动以及油底壳刚度较

差的前端扭转 , 高频的激励可能使油底壳产生剧烈的局部振

动。

对使用复合减振板作为材料的油底壳进行模态分析，对

比使用 DC06 钢材作为材料的油底壳的固有频率如所示：

前 10 阶固有频率分别提升 20.720%，20.685%，

20.700%，20.693%，20.697%，20.687%，20.692%，

20.702%，20.687%，20.672%。

由图我们可知，用复合减振板作为材料的油底壳，固有

频率有所提高。

对使用复合减振板作为材料的油底壳进行模态分析，对

三阶模态四阶模态

五阶模态六阶模态

七阶模态八阶模态

九阶模态十阶模态

两种材料固有频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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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使用 DC06 钢材作为材料的油底壳的最大位移响应如图所

示：

在图中可以看出，使用复合减振板材料的油底壳在峰值

响应出现时的频率远远大于使用 DC06 钢材作为材料的油底

壳。

结论

通过使用复合减振板作为油底壳材料，与原材料相比油

底壳的固有频率在同一阶数时挺高了 20%，有利于降低发动

机的整机噪声和振动，并且由于复合减振板密度较小，使油

底壳重量降低了 14%，对汽车的燃油经济性也有很大的帮助。

因此使用复合减振板不仅可以解决了共振问题，也起到了轻

量化的作用，是较好的方案。

制造使用配比阻尼材料的减振降噪复合钢板的发动机零

部件，测量 NVH 并与普通钢板对比

充液冲压方案

拉延模具采用双动结构，采用公司的通用双动油压机

（DP2-600/400）作为成型设备。

成型方案为：压边滑块通过模具上的压料圈，将板料压

在凹模上形成密闭腔体，通过拉伸滑块凸模的行程挤压板料

和成型介质，成型控制系统采用被动排油形成高压。

设计独立的液压成型控制系统，并能与通用油压机联机

控制，满足液压成型要求。

为方便后序处理及满足环保要求，成型介质采用水基液

体。

成型参数

经过 AUTOFORM 软件模拟，得出 EP6 油底壳的成型

压力曲线。

凸模行程为 125mm，压边力 80 ～ 90 吨，拉伸力 120 吨。

单次成型凹模排除的液体体积为 4.88 升。油压机滑块的

成型速度为 49mm/s。

调配了一种润滑性、挤压性、消泡性、防锈性、抗腐败

性适当的介质，实现了无拔模角油底壳在此介质槽内的液压

成型。

两种材料最大位移响应

表 6 成分比例及作用
成分 比例（%） 作用

油类 30 ～ 40 抗挤压

酸类 10 ～ 20 润滑
盐类 1 ～ 10 酯化反应后润滑、防腐杀菌
胺类 1 ～ 20 缓蚀

钠盐类 1 ～ 10 乳化
醚类 1 ～ 10 润滑抗挤压

活性剂 1 ～ 10 防锈
消泡剂 0.1 ～ 0.5 消泡
杀菌剂 0.1 ～ 0.5 杀菌

表 7 性能指标
项目 结果

安全性 符合 IS014001-2004 抗挤压

禁用物质 无
PB 润滑性（N） >700

抗挤压性（表面张力 N） <40
消泡性（ml/min） <5ml/min

防锈性（板料在 35±2℃下，168h） 无白锈，红锈
腐败性（55±2℃，180 天） 细菌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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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液成型的产品

到客户做台架试验的产品

NVH 检验

减振降噪钢板油底壳比普通冷轧钢板油底壳噪音降低达 3

分贝。

此技术推广应用在发动机其他产品上

目标达成

减振降噪复合钢板阻尼材料配比成功，已达到阻尼钢板

的隔声测试、振动传函测试的振动噪声性能优于普通钢板；

研发的充液冲压技术保证了减振降噪复合钢板的发动机

零部件制造成功；

最终达成降低整个发动机的 NVH3dB。

创新点

减振降噪复合钢板阻尼材料配比；

配比阻尼材料的减振降噪复合钢板使用在发动机零部件

制造上：

充液成型介质的配方，并应用在阻尼材料的减振降噪复

合钢板成型上。

结论

通过使用阻尼材料的减振降噪复合板作开发发动机零部

件，与普通钢材相比零件的固有频率在同一阶数时挺高了

20%，有利于降低发动机的整机噪声和振动，并且由于复合

减振板密度较小，使油底壳重量降低了 14%，对汽车的燃油

经济性也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使用阻尼材料的减振降噪复合

板不仅可以解决了共振问题，也起到了轻量化的作用，是较

好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