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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减振器壳体带轮旋弯成形工艺研究
薛克敏， 吴超， 杨卫正， 代光旭， 李萍， 严思梁
（ 合肥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安徽 合肥

摘

２３０００９）

要：针对具有特征结构的扭转减振器壳体带轮的整体成形工艺研究，对壳体带轮这类回转体零件

的生产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一种结合板材旋弯成形工艺和旋轮结构设计，整体成形扭转减振
器壳体带轮。 通过有限元模拟，建立两道次旋弯成形模型，旋轮沿径向进给过程中，使板坯外缘发生
压缩增厚和弯曲聚料后的二次增厚，并采用标记点法分析变形区等效应力和材料流动。 结合壳体带
轮结构特点，提出一种“旋弯增厚、聚料增厚”旋轮结构设计准则，通过旋轮特征结构有效控制变形区
金属流动，由此获得用于成形多楔齿的特定区域。 对成形过程中零件瞬时截面的定量分析，结合旋轮
结构设计准则和材料流动速率，确定旋轮弧面半径和圆心角。 在目标成形工艺参数下，有限元数值模
拟和试验结果基本一致，凸筋成形饱满，特征区域增厚到最小厚度值，验证了金属板材旋弯成形理论
和旋轮结构设计准则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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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发展” 概念下，汽车制造业确立汽车结构

最小厚度值。 万里翔 ［７］ 研究了旋平轮的相关工艺

向，对提高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能力尤为重要 ［１］ 。 用

区的成形质量；王甲子 ［８］ 通过带槽旋轮的进给作用

优化设计和零部件减重设计作为车身轻量化研究方

参数对“ 鼓形” 成形的影响，并改进了壳体带轮成齿

于汽车发动机前端驱动系统中，具有稳定转速、输出

使板坯外缘发生双侧增厚成形，并对成形工艺参数

扭矩和减振等综合功能的扭转减振器壳体带轮。 在

进行正交优化，得到腹板双侧对称式带轮的最优成

汽车工业对具有回转体特征的壳体零件的需求不断

形质量。 具有自重轻、动平衡性好、配合精度高等优

增加，且由于这类零件的结构复杂性和功能集成化，

点的壳体带轮旋压成形过程由旋弯成形阶段和齿成

传统铸造、冲锻和机加工成形工艺等

［２］

并不适合这

类零件的批量成形。 在普通旋压工艺的基础上，开
发了金属板材零件产生局部增厚特征的新型旋压成
形工艺，旨在成形这类壳体带轮的特定功能区域。

Ｍｅｒｋｌｅｉｎ 等 ［３］ 研究表明，通过新型板材体积成

形阶段两部分组成，旋弯成形阶段对后续多楔齿成
形质量和精度影响较大 ［９］ 。 目前研究着重于单个
零件的成形，该工艺实现了零件特征区域的增厚，解
决了多楔齿成形缺料问题。 而关于汽车壳体带轮这
类轴对称零件特征结构成形的定量分析和变形区材

形工艺控制局部材料流动，使预分配的材料在成形

料流动的控制仍缺少相应研究，文章提出适用于壳

作用力下朝向特征结构处填充，确保零件尺寸精度

体带轮特征结构成形的旋弯成形工艺，通过有限元

和成形程度。 Ｍｏｒｉ 等 ［４⁃５］ 开发了一种多步冲锻的方

模拟对成形过程中变形区等效应力和金属流动的分

法实现板坯的局部增厚，解决了零件过渡区材料减

析，总结旋轮结构设计准则，对具体壳体带轮的旋轮

薄破裂的问题，提高盒形件的拉深成形极限；夏琴香

设计和旋弯成形模拟，结合物理试验，将模拟结果与

等

［６］

采用腰鼓聚料的方法成形折叠式带轮的多楔

试验进行对比验证。

齿，旋轮弧面使筒形件在轴压作用下按照预定趋势
发生胀形，确保增厚后的壳体带轮的特征区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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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旋弯成形工艺分析

板材旋弯成形数值模拟研究

２．１

板材旋弯成形原理
板材旋弯成形是一种应用型板体积成形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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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弯成形有限元模型建立

基于 ＳＩＭＵＦＡＣＴ 软件的板材成形的有限元数

艺，通过立式旋压机芯模将带弧型外缘的板材冲压

值模拟，旋弯轮参数不同对变形区材料流动约束作

坯料夹紧固定，沿主轴方向的芯模旋转，旋弯轮沿单

用存在差异，根据模拟结果分析变形区材料流动情

坐标方向进给，受径向力和轴向力的作用，板坯外缘

况以及板材增厚程度与旋轮结构设计关系。 不考虑

沿轴向弯曲，旋平轮的二次进给，通过渐进塑性变形

环境因素和设备因素，将弧长变化率 ｋ 值和板坯结
构参数 θ ＝ ３０°，Ｒ ＝ ５０ ｍｍ，ｔ ＝ ３ ｍｍ 带入公式（３） ，计

过程实现这类回转体零件特征结构增厚的方法。

１．２

算得旋轮结构参数中旋轮弧面半径 ｒ，旋弯轮弧面

旋弯成形工艺分析
板坯外缘在旋弯轮径向进给作用下发生压缩增

厚，并沿轴向弯曲实现聚料的过程，聚料区“ 鼓形”
结构在旋平轮二次进给下发生二次增厚，该工艺对

板坯的 ２ 次增厚成形，较于腰鼓增厚工艺，稳定性
高、增厚率范围大和增厚可控性高，在一定程度上满
足壳体带轮特征结构的成形，研究旋弯成形机理对
指导壳体带轮成形具有重要意义，如图 １ 旋弯成形
示意图。

对应圆心角 α 见表 １，分别选择表中各组结构参数
进行有限元数值模拟，从而确定旋弯轮结构参数与
板坯增厚率关系。
表１
参数

１

旋弯轮结构参数

圆心角 α ／ °

１８０

弧面半径 ｒ ／ ｍｍ

８

２

旋轮结构参数组合
３

１８０

１８０

８．５

９

４

１６０

５

１５０

１０

１０．８

６

１６０

１０．８

板坯材料选用 ＡＩＳＩ⁃１００８ ［１２］ ， 采用弹塑性材料

本构模型和硬化模量 １ ０００ ＭＰａ，各向同性的 Ｍｉｓｅｓ
准则，杨氏模量 ２．１ × １０ ５ ＭＰａ；屈服强度 ２６０．７ ＭＰａ；
泊松比 ０．２８３，密度 ７．８５ ｇ ／ ｃｍ ３ ，弹性模量 ２１０ ＧＰａ。
网 格 划 分 类 型 为 环 状 六 面 体 网 格， 总 网 格 数 为

１３ １０４，且网格具有自适应细化，旋轮及芯模为刚体
无需网格划分，旋轮与工件之间为滚动摩擦且有润

１．上芯模

２．下芯模

图１

１．３

３．坯料

４．旋弯轮

滑液，设置摩擦因子为 ０．０５，芯模与工件之间摩擦因

５．旋平轮

子为 ０．３，板坯和模具温度 ２０℃ ，设置模具运动关系

两道次旋弯成形示意图

为上下芯模带动板坯自转，各旋轮主动进给且被动
标准旋轮结构设计
同一弧形外缘的冲压预制坯在不同参数组合旋

旋转 ［１４］ ，有限元模型见图 ２，具体工艺参数见表 ２。

弯轮的作用下，该工艺通过控制变形区材料流动板
坯实现聚料增厚，当进给结束，旋弯轮弧面与模具构
成聚料模腔，变形区外弧长度 Ｌ 计算公式见（１） 式，
旋轮弧面长度 ｌ 计算公式见（２） 式，基于变形区材料
的旋轮弧面参数关系式（ ３） ，板坯变形区弧长变化
率 ｋ 的取值范围 １．１１ ～ １．２０ ［１０⁃１１］ 。

Ｌ ＝ π（ θ ／ １８０°） （ Ｒ － ｔ ／ ２）
ｌ ＝ ｋＬ ＝ πｒ（ α ／ １８０°）
ｋθＲ ＝ ｒα

（１）
（２）
（３）

如图 １ 示板坯和旋弯轮结构参数，其中板坯外

弧半径 Ｒ，对应圆心角 θ，厚度 ｔ，ｒ 为旋轮弧面半径，α
分别为旋轮弧面开口圆心角。

１．上芯模

图２

２．下芯模

表２

轮型
旋弯轮
旋平轮

４．旋弯轮

５．旋平轮

两道次旋弯成形有限元模型
有限元数值模拟工艺参数

进给速度 ／

（ ｍｍ·ｓ ）
２．０
－１

１．０

３．坯料

芯轴转速 ／

（ ｒ·ｍｉｎ ）
３００
－１

３００

进给速率 ／

位移 ／

０．２

６

（ ｍｍ·ｒ ）
０．４
－１

ｍｍ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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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模拟分析
成形过程中，板坯外缘发生压缩增厚，同时沿着

旋轮弧面贴合流动进行弯曲聚料，当板坯变形区完

全贴弧面时，一道次旋弯成形结束，图 ３ａ） 为一道次
旋弯成形过程图；在一道次旋弯成形的基础上进行
后续成形过程，将得到的聚料区在旋平轮进给作用

下实现变形区整体增厚，图 ３ｂ） 为二道次旋弯成形
过程图。 采用标记点法分析表 １ 中第一组旋弯轮参

· １０５５·

中性层按等弧长间隔取 ７ 个标记点，图 ４ａ） 、４ｂ） 分
别为初期及末期记点的序号及相对位置，旋弯结束

时，点 １ 和 ７ 近似重合，最外端材料已贴合下芯模，
各点与基准线近乎重合，成形过程中变形区材料仅
在径向和轴向发生流动，沿周向近乎不发生材料流
动，如图 ４ｃ） 标记点沿轴向投影位置。 变形区材料

在旋轮接触部位为三向压应力状态，发生一次增厚，
由于弧面的特殊性起到为二次增厚聚料功能。

数组合下的成形过程中变形区材料流动，在截面的

图３

图４

两道次旋弯成形

各标记点位置

已变形区材料在旋轮进给过程中逐渐增加，一
道次旋弯成形过程中的变形抗力也相应增加，当板
坯外缘与旋弯轮弧面完全贴合时，当前载荷最大值

为 ５５ ｋＮ，一道次旋弯成形载荷曲线如图 ５ａ） 所示；
由于后续成形过程中变形区材料与旋平轮整体接
触，材料的变形抗力明显增加，最大成形载荷值为

２２０ ｋＮ，图 ５ｂ） 为二道次旋弯成形载荷曲线。
２．３

增厚机理分析

旋弯轮的径向进给过程中，板坯外缘部分最先
接触并向内弯曲贴合弧面，已变形区材料与旋弯轮
接触区域逐渐增加，对应的旋轮弧面圆心角从 ０°到

１８０°增加。 选择表 １ 中第三组旋弯轮结构参数组合
下的一道次旋弯成形过程，按照旋弯轮的径向进给
位移将成形过程等分，分别测量已变形区板坯的瞬
时厚度，各阶段测量值已变形区板坯厚度曲线如图

６ 所示。 由此可得，同一旋轮弧面圆心角度越大，材
料的整体增厚率越大，公式（ ４） 为旋轮弧面接触与
圆心角的几何关系式
图５

旋弯成形各阶段成形载荷分布

ｓｉｎα′ ／ ２ ＝ ｈ ／ ２ｒ
α′ ＝ ｃｏｓ － １（１ － ｈ ２ ／ ２ｒ ２ ）

（４）
（５）

· １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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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阶段旋弯轮开口垂直高度 ｈ，根据图 ７ 旋

弯轮与板坯变形示意图，结合公式（５） 可得，对应旋
弯轮弧面圆心角 α 的变化曲线如图 ８ 示，针对目标

零件的增厚程度要求，可根据上述测量值范围，选择
合适的旋弯轮弧面圆心角。

图９

旋弯成形增厚率分布

旋弯轮整体增厚基础上提出组合式旋轮结构参数化
图６

已变形区板坯厚度曲线

设计准则，外缘材料通过旋弯轮的“ 过渡弯曲” ，弯
曲压缩产生一次增厚，由于旋弯轮弧型聚料区轴向
移动，材料差异性增厚，由此满足不同特征结构的回
转体壳体零件旋压成形。

３
３．１
图７

目标零件的成形
零件结构分析
该壳体带轮带有腹板双侧结构，在旋压成形过

旋弯轮与板坯变形示意图

程存在以下难点，其一、预制坯上表面的上端凸筋成
形缺料；其二、板坯初始厚度低于成齿厚度要求，零
件结构示意图如图 １０ 所示。 基于旋弯成形理论和
旋轮设计准则计算组合式旋弯轮相关参数，使特征
区域增厚到成齿前最小厚度值，为凸筋的成形合理
聚料，有效解决旋弯成形过程中缺料问题且避免上
端内侧过渡位置的折叠裂纹缺陷。

图８

旋弯轮已接触区圆心角曲线

由于对 ６ 组模拟结果的变形区材料厚度进行测

量，多组取均值，厚度值均为在 ３．６ ｍｍ 左右，故增厚
率 λ １ 分 别 为 １． ２２４， １． ２１７， １． ２１３， １． ２０９， １． ２０６，
１．２０５；二次增厚率 λ ２ 分别 为 １． ７９５，１． ６９３，１． ６０２，
１．４６８，１．３６４，１．３３８，增厚率分布如图 ９ 所示。

弧面结构的旋弯轮聚料和增厚效果较好，由于
整体增厚并不满足定制化壳体带轮的“ 轻 － 精 － 净”
成形标准。 聚料区贴模过程的位移较大且材料流动

较复杂，在上端内侧过渡位置易萌生折叠裂纹。 在

图 １０

零件结构示意图

经验公式（６） 给出了预制坯外筒壁厚与旋齿成
形后齿形参数之间的定量关系。
ｄ ＝ （ Ｄ ＋ ｄ２ ） ／ ２ ＋ Δ

（６）

式中， ｄ 是预制坯外筒最小壁厚，Ｄ 与 ｄ ２ 分别是旋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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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后工件齿顶与齿根处对应厚度，Δ 为机加工余
量，本文中取 ０．２ ｍｍ。 通过两道次板材旋弯成形模
拟结果可得 ｄ ＝ ３．３５ ｍｍ，故可确定 ｄ ＝ ３．４０ ｍｍ。

３．２

组合式旋轮结构设计

由于该壳体带轮采用厚度为 ３ ｍｍ 的弧形外缘

冲锻预制坯，一道次旋弯成形过程需要将其增厚到

成齿最小厚度值 ３．４ ｍｍ，即增厚率 λ １ 要求不小于

１．１３。 由于表 １ 中各组旋弯轮结构参数组合下的一

图 １２

次增厚率均达到 １．２０，根据图 ６ 所示已变形区板坯

厚度曲线和图 ８ 所示旋弯轮已接触区圆心角曲线，
且由于弧面半径 ｒ 越小，增厚率相对越大，故确定旋
轮弧面半径 ｒ ＝ ８ ｍｍ，开口圆心角度数 １０９° ～ １１２°，
取整 α 为 １１０°，旋弯轮过渡结构结合具体零件结构
合理设计。 合理选择组合式旋弯轮的结构参数是保

零件厚度误差率曲线

的最终零件镶块见图 １３。 旋弯过程结束后，平均厚

度为 ３．４５ ｍｍ 一次增厚率为 １．１５，增厚过程结束后，
预成形得到凸筋饱满，且变形区材料达到特征区域
的最小厚度值为 ３．４０ ｍｍ，实物零件内侧无裂纹。

证成齿预制坯最小厚度值和凸筋成形聚料的关键，
旋弯轮结构尺寸如图 １１ 所示。

图 １３

４
图 １１

３．３

旋弯轮结构尺寸及实物图

试验验证

该带轮的成形试验是在 ＣＤＣ⁃４Ｓ８０ 多工位旋压

结

壳体带轮截面

论

１） 针对壳体带轮板材成形的增厚成形阶段，旋

弯成形工艺通过变形区材料 ２ 次增厚实现成齿预制
坯的成形，该工艺相较于传统单向增厚工艺，成形过
程稳定性高、增厚率范围大和增厚可控性高，且最终

机上进行，进给速度为 ２．０ ｍｍ ／ ｓ、摩擦因数 ０．０５、主

增厚率最大值达到 １．７９５。

建立该带轮前两工步成形的有限元模型。 得到第一

旋轮参数的设计，使板坯外缘材料在不同旋轮作用

轴转速 ３００ ｒ ／ ｍｉｎ，并采用相同工艺参数及成形模具

２） 通过对弧面半径 ｒ 和开口圆心角度数 α 等

工步与第二工步预制坯的试验件与模拟件如图 １２

下发生不同程度增厚，板坯外缘半径一定范围内的

分别对第一工步的试验与模拟件 ６ 个截面轮廓

小，一次增厚率约 １．２００，当旋弯轮弧面半径相同的

所示。

缩径，弧面半径参数对材料厚度的一次增厚影响较

尺寸和第二工步的试验与模拟件 ７ 个截面轮廓尺寸

情况下，其开口圆心角与已变形区的材料增厚率呈

进行测量，得到零件厚度误差率曲线如图 １２ 所示，

正相关。

均低于 １０％，故两者一致，凸筋及多楔齿成形饱满，

合成形有限元模拟和零件实际试验，对模拟结果进

料贴模位移小，该情况下内侧过渡位置无材料折叠

厚成形，能有效提高带轮零件的合格率和缩短同类

由图可知物理试验与模拟结果的零件各位置误差率
零件成形质量满足要求，由于增厚过程中变形区材

裂纹，旋弯成形得到的零件质量较好，带有溢料飞边

３） 旋弯轮成形过程能有效控制金属的流动，结

行旋轮结构的设计优化，实现带轮成齿预制坯的增
新品的开发周期，进一步验证了旋弯成形工艺对实

· １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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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生产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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