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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设计对象为某公司的 Coupling 杯形零件，产量为 30000 件。设计过程

包括零件的计算工艺过程及结果和验证，设计的工艺过程需要使用 QForm 进行

模拟和验证。正确的锻造工艺分析，锻件图及锻模的合理设计、模锻工步的选择

确定等都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和成品率的高低。 

一、零件锻前工艺的研究及确定 

如图 1、图 2 所示，为本次设计锻造零件图以及三维锻件实体图。 

          

           图 1 零件图                            图 2 三维锻件实体图 

根据锻件图所提出的技术要求对锻件及其相关尺寸进行初步计算： 

根据齿轮零件图所提供的的信息，结合模锻工艺特点，需充分考虑锻件余块、

机械加工余量以及公差等因素对锻造过程的影响确定锻件图。 

1.1 根据齿轮零件图信息可得： 

（1）齿轮材料为 C45 ； 

（2）锻件质量为 2.112Kg； 

1.2 锻件坯料的体积计算： 

（1）利用三维建模进行锻件的体积计算 锻V ； 

（2）根据终锻制件将其进行余块的补充及其加工余量的计算得到锻件的余块体

积： 余V 。 

    计算锻件的复杂系数: 327.0
余

锻 
V

V
s ，确定锻件复杂系数为 S2 级，为一般

难度锻件。并根据锻件材料确定锻造的材料系数为 2M 。因锻件属高轮毂类，锻

造工艺将进行多步锻造的方式进行，采变形工步为制坯（镦粗）+预锻+终锻。故

本次锻模设计需要包括镦粗、预锻模具及终锻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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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坯以及预锻工序相关设计 

2.1 预镦粗相关设计 

本次采用自由镦粗方式得到坯件。将原始坯料进行自由镦粗，上、下模分别

采用简单的上下砧板进行平砧镦粗，故本道工序不予讨论其模具的相关设计。 

本锻件为圆柱形杯形零件，故原始坯料为圆柱形，结合实际生产经验以及材

料实际规格进行原始坯料的选择。首先，原始坯料的轴线需垂直于端面，且其高

径比需小于 3，为得到最优结果，结合实际，采用高径比 m=2.2，并利用锻造体

积不变原则，对圆柱坯料高、径进行初步计算，根据公式： Vl
d


4

2
锻

及公式

m
d

l
 可获得预锻圆柱坯料高、径的近似值以在模拟时作为参考（其中 d 为原始

坯料的直径， l 为原始坯料的长度）。 

自由镦粗是将圆柱坯料镦粗，得到一个形状近似于鼓形的零件。 

利用锻造模拟软件 Qform，参考预锻圆柱坯料的高、径近似值，设定终锻后

上、下模之间距离以设定行程，进行多次反复模拟得到高度，直径方向尺寸合适

的预锻制件，从而得到预锻坯料的规格。若采用较大
2

镦D
，则需增多锤锻次数，

效率降低。若采用较小
2

镦D
，则终锻不易成形。如图 3 为模拟预锻模具及锻后

尺寸，故设定的预锻坯料直径为 d= 60mm ； l=138mm ；所得预锻件

mm
D

70.54
2

镦  ；模具闭合高度为 mml 100预  。 

 

图 3 锻模具及锻后尺寸 

根据锻造经验以及查阅手册得到，C45 的始锻温度为 1200℃，终锻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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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在此锻造温度范围内 C45 拥有较好的锻造性能，故首先假定坯料的锻造

温度为 1200℃。 

2.2 预锻工序相关设计 

（1）预锻模具长、宽、高方向尺寸确定 

本次锻造的齿轮属于轮毂较高且具有内孔和凸缘的锻件，为保证锻件充满并

且便于轮毂成形和防止产生产生折叠以及坯料在终锻模膛中放稳，宜采用成形镦

粗。镦粗后的坯料尺寸应符合下列条件：  

dDDHH  d，， 111  

其中， 1H  、 1H 分别为坯料和锻件的高度尺寸； 

      D 、 1D 分别为坯料和锻件的凸缘直径； 

      d、d 分别为坯料和锻件的内孔直径； 

（2）预锻圆角的相关设计 

为了使金属在模膛中更好的流动，便于充满型腔，提高锻造模具的使用寿命，

锻模上应设有圆角，圆角半径与锻件形状与尺寸有关，即圆角半径的大小与锻件

各部分的高度 H 以及高度 H 于宽度 B 的比值有关，锻件外圆角处的最小加工余

量按照 r 计算值进行比较，其中为机械加工余量， 为零件上的圆角半

径，取较大值，则圆角半径为:外圆角半径为 4mm；内圆角半径 r=5mm （10mm

台阶处）。 

（2）拔模斜度的设计 

为便于脱模，本次预锻模具设计将设置拔模斜度，根据实际经验，我们确定：

外斜度为 6°，内斜度为 7°。 

三、终锻相关设计 

为了方便充膛，终锻设计将进行正、反复合挤压成形，将预锻所得坯料进行

连续工序，在终锻模具进行，以下为终锻相关设计。 

3.1 终锻模具长、宽、高方向尺寸确定 

终锻模膛始按照热锻件图来制造和检验的，热锻件图尺寸一般是在冷锻件图

尺寸的基础上考虑 1.5%冷缩率。根据实际经验，考虑相关因素的影响可适当调

整尺寸。 

以上确定的是冷锻件图，则其热锻件图尺寸则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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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L  

其中，L 为冷锻件图上的相对应的尺寸（mm）。 为终锻温度下金属的收缩

率。该过程将在锻造模拟软件 Qform 进行设置其体积膨胀系数：1.03 即可。故设

计预、终锻模具时，可按照冷锻模具设计即可。 

此零件的锻造为普通锻造，由于锻模磨损、错位、及其锻件体积变化加热氧

化、脱碳等等使锻件的形状和尺寸发生变化，而且锻件的局部表面还需要机加工，

因此，这些表面还要留加工余量。经查《锻造实用速查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

由 GB/T12362—2003 的锻件表面加工余量表查得；锻件的高度方向增加加工余

量 mm6.3 ，水平尺寸增加加工余量 mm4.4 。 

3.2 终锻圆角半径的相关设计 

为了使金属在型腔中更好的流动充满型腔，提高锻造模具的使用寿命，锻模

上应设有圆角，圆角半径与锻件形状与尺寸有关，即圆角半径的大小与锻件各部

分的高度 H 以及高度 H 于宽度 B 的比值有关，锻件外圆角处的最小加工余量按

照 r 计算值进行比较，其中 为机械加工余量， 为零件上的圆角半径，

则外圆角半径为 R=3mm，内圆角半径为 r=5mm。 

3.3 冲孔连皮及连皮圆角的相关设计 

齿轮锻件中心有中心孔，但锻造不能直接锻出透孔，孔内必须留有一部分连

皮。平底连皮的适用条件为： 

hd 5.2 或 mmdmm 6025   

d 为锻件内孔径；h 为锻件高度的一半。锻造此零件时，锻件内孔径为

d=32.4mm，h=30mm。因为 hd 5.2 ，因此，采用的连皮形式为：平底连皮。 

连皮厚度为： 56.0525.045.0  hhds mm。 

连皮上的圆角半径 21.01  hRR 可得，上、下模连皮圆角为 5mm。 

3.4 拔模斜度的相关设计 

为方便脱模，本次模具设计设计拔模斜度，其中根据经验：外斜度为 6°，内

斜度为 7°。 

3.5 锻锤吨位的确定以及飞边槽的型式和尺寸 

（1）总变形面积为锻件在水平面的投影面积与飞边水平投影面积之和。按 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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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飞边槽尺寸考虑。经计算，总的变形面积 S=38337.12。按经验公式 G=63KA 的

计算值选择锻锤。 

取钢种系数 K=1,锻件和飞边（按飞边仓的 50%容积计算）在水平面上的投

影面积为 A，G=63KA=17152.38KN,选用 2t 双作用模锻锤。 

（2）飞边槽的确定  采用如图所示型式飞边槽，相关尺寸如下： 

 

 飞边槽示意图 

其中，h=2mm，h1=4mm,b=10mm,b1 取 30~35mm，R2=2.5mm，R1=4mm。 

3. 公差计算 

根据 GB/T12362—2003 查《锻造实用速查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得锻件

的各方向的尺寸公差见表 1 所示。 

表 1 锻件尺寸及其公差 

 锻件尺寸（mm） 公差（mm） 公差范围（mm） 

 

 

 

宽度方向 

129 +1.5 

-0.7 

2.2 

60 +1.2 

-0.6 

1.8 

53.6 +1.2 

-0.6 

1.8 

32.2 +1.2 

-0.6 

1.8 

高度方向 

            

63.6 

 

30.1 

+1.2 

-0.6 

+1.2 

-0.6 

1.8 

 

1.8 

厚度方向 15.7 +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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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四、锻造工艺流程图 

 

 

 

 

 

 

 

 

五、Qform 仿真模拟 

    经 Qform 多次反复进行仿真模拟，最终得到制件成形良好，模具受力均匀的

模拟结果。如表 2 所示，为模拟过程中的相关重要参数，终锻工艺中需调整参数

如表 3 所示，其他均从前一工序继承数据。 

 

表 2 预锻模拟过程重要参数 

锻造参数名称 锻造参数 

坯料的材料 C45 

锻造类型 热锻 

锻造驱动 t 锻锤 

模具材料 H13 HRC50 

模具预热温度 200℃ 

润滑剂 水基石墨润滑 

最终距离 1.7mm 

周围环境温度 20℃ 

体积变化系数 1.03 

表 3 终锻模拟过程重要参数 

锻造参数名称 锻造参数 

  

锻造工艺分析计算及

确定 

预锻相关设计（设计

预锻模具，得到合适

的预锻件） 

终锻相关设计（设计终

锻模具，得到符合要求

的锻件） 

 

自由镦粗相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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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驱动 蒸汽锤锻 

最终距离 2mm 

5.1 模具模拟相关结论 

（1）如图 4 为终锻上、下模及所得制件，获得了填充较为良好的锻件。                        

 

图 4 终锻上、下模及制件 

（2）经 Qform 多次模拟，完成锻造模拟后将终锻尺寸进行了标注，终锻之后所

得制件尺寸标示图如图 5 所示。其外轮廓尺寸 

 

图 5 锻件尺寸标示图 

5.2 锻造工艺模拟结论 

（1）锻件终锻温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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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终锻温度分布 

终锻后，制件大小、形状均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以下分析锻造过程的仿真

过程。如图 6 为终锻温度分布图，由图可以明显看出，贴合上下模具的制件表面

温度较低，远离模具的制件内部温度较高，这是因为高温锻件在锻造过程中由模

具进行了热的传导散热。锻造温度为 1150℃，但锻件内部温度却达到 1200℃，

该现象的产生是由在锻造过程中由于心部大的塑性变形产生了大量的热，使锻件

温度升高。 

（2）终锻平均应力分析 

 

图 7 终锻平均应力分布图 

由图 7 终锻平均应力分布图可以看出，整个终锻制件的平均应力均为负，且

平均应力接近零的部分全部将被机加工去除，故整个锻件的受力处于三向压应力，

因此，所得制件被破坏的几率不大，处于压缩保护的状态。 

（3）预锻过程中驱动设备的选择 

    预锻允许选用的设备为 2t 的锻锤和 10MN 的机械压力机，经 Qform 模拟得

到如图所示预锻后制件温度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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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驱动方式为 2t 锻锤              图 9 驱动方式为 10MN 机械压力机 

预锻为简单的镦粗过程，由图得到，锻锤所得制件温度分布相差不大，而机

械压力机上下表面与心部温差较大，这是因为机械压力机与坯料表面接触时间长，

热量的散失多造成的。如图为驱动方式为 2t 的锻锤和 10MN 的机械压力机的塑

性应变图。 

由图可以看出，驱动设备为 2t 锻锤的终锻制件，除去机械加工部分塑性变

形较为均匀，而驱动方式为 10MN 机械压力机的平均塑性变形部分很不均匀，所

得制件的性能将不如 2t 锻锤所得的制件。 

 

   图 10  2t 锻锤终锻塑性应变图          图 11  16MN 机械压力机终锻塑性应变图 

    由上述方析可得，预锻的驱动方式将采用 2t 锻锤。 

（4）锻件流线分析 

    利用 Qform 模拟软件对预锻制件的接触距离进行了追踪，用来预估材料在

锻造过程中的材料流动以及观测锻造过程中的缺陷如：折叠或重叠等。本次锻造

过程中齿轮基体流线良好，连皮处受挤压，流线发生回流，但在最终的机械加工

过程中，连皮将会被机械加工而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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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终锻制件接触距离连续图 

 

 

6 总结 

    经过对原始坯料进行自由镦粗、预锻及终锻制件及其模具的计算及设计修改，

并通过 Qform 模拟软件的反复的模拟以及不断改进，最终得到了一个相对满意

的锻造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