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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贯通内齿轮的结构特点，提出了适合内齿轮冷挤压成形的工艺方案。 运用数值模拟技术着重分析冲头

入口角对内齿轮成形质量的影响，得到满足内齿轮成形质量的合理冲头入口角度，并通过物理试验对数值模拟结果
进行了验证。 结果表明，提出的适用于贯通内齿轮冷挤压成形工艺方案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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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星机构在机械传动系统的运用越来越普
遍， 内 齿 轮 的 加 工 成 为 机 械 行 业 最 大 的 工 艺 难
［１］
题 。 通常内齿轮的加工主要通过金属切削加工
［ ２］
方法，其生产成本高且加工费时 。 齿轮冷挤压成

形是一种精密成形技术，与传统切削加工相比，具有
［３］
节省原材料、节约能源和提高生产效率等优点 ，
尤其是通过冷挤压成形方式生产的内齿轮，金属内
部的纤维不被切断，可大大提高其机械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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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内齿轮是内齿轮上端面和下端面截面形状
完全一致且不附带有其他结构，其三维几何造型如
图 １ 所示。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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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改进前后的结构对比如图 ３ 所示。 改进后的退
料环Ⅱ与原来的退料环Ⅰ相比，在其上端面设计了一
个斜面，有了这个斜面，使得原先满足一次成形范围
的最小底厚 Ｓ 变为 Ｓ′
。 这样可以使冲头的行程比未
改进前多出了ΔＳ 的距离，增大了冲头的最大行程，从
而可以增加最终成形的内齿轮的有效齿高，即可以在
保证齿轮高度满足制造要求的前提下节省材料。 同
时，改进后的退料环结构存在一个斜面，在挤压过程
中可以使一部分材料沿斜面方向向下流动，即材料在
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都可以流动，与未改进前材料在
轴向只能向上流动相比，金属材料的流动性更好。

贯通内齿轮

Ｆｉｇ．
１ Ｈｏ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ｅａｒ

１

工艺分析

１．
１ 齿形冲头设计
在贯通内齿轮冷挤压成形模具中，齿形冲头是
最重要的工作零件且设计难度最大。 为了能使内齿
轮冷挤压成形过程顺利进行，需要对通常采用的平
端面冲头进行改进，改进后的齿形冲头如图 ２ 所示。
该齿形冲头带有导向结构，其导向部分的直径比环
形坯料的内孔直径稍小，这样能够保证导向部分顺
利进出坯料内孔。

图２

齿形冲头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ｏｏｔｈ－
ｓｈａｐｅ ｐｕｎｃｈ

在挤压过程中，坯料受到来自齿形冲头的力 Ｆ
作用，力 Ｆ 可以分解为沿齿形冲头入口斜面的力 Ｆ ｒ
和垂直于齿形冲头入口斜面的力 Ｆ ｎ ，如图 ２ 的局部
放大图所示。 Ｆ ｒ 使坯料沿冲头斜面沿轴向流动，完
成齿腔的充填；Ｆ ｎ 迫使材料一直处于压应力状态，
整个变形材料始终受到三向压应力作用，是较理想
的挤压方法。
１．
２ 退料环结构设计
对于反挤压成形，其一次成形范围应该满足的
条件是：底厚≥壁厚。 为了增加冲头的最大行程以
便节省材料，这里对通常采用的退料环结构作了改

图３

改进前后的退料环比较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ｉｏｒ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ｒｉｎｇ

数值模拟

有限元算例中的内齿轮参数：模数 ｍ ＝１．
２５，齿
数 ｚ ＝４０，压力角 α＝２０°
，齿顶高系数 ｈ ａ ＝１．
０，顶系
系数 ｃ ＝０．
２５；挤压工艺参数：加载速度 ｖ ＝６ ｍｍ ／
ｓ，
摩擦系数 μ＝０．
１２，由于是冷成形，温度设定为室温
２０ ℃；材料为 ２０ＣｒＭｎＴｉ，是一种常见的齿轮钢。
２．
１ 坯料孔径对内齿轮成形质量的影响
齿轮冷挤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轮齿充填
不饱满，如何合理选取工艺参数对于齿轮成形质量
的好坏至关重要。 环形坯料内孔直径的尺寸对内齿
轮冷挤压成形质量好坏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冷挤
［４］
压件的充填质量 。 选择不同大小的坯料内径对
内齿轮成形质量的数值模拟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当坯
料内孔直径过小（矱５５ ｍｍ），从图 ４（ａ）可以看出，在
挤压过程中会造成过多的材料堆积在下部，导致变
形死区过大，不利于材料的流动，同时齿件上端的塌
角高度 ｌ１ 较大，使得后续机加工部分较多；当内孔
直径取接近或等于冲头齿顶圆直径 （ 矱５７．５ ｍｍ）
时，如图 ４（ｂ） 和（ ｃ） 所示，齿件上端的塌角高度 ｌ２
和 ｌ３ 均远远小于 ｌ１ ，且主要变形区域的材料没有堆
积，成形质量良好，是合理的坯料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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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坯料孔径对内齿轮成形质量的影响

１７１

主要变形区发生接触的冲头工作斜面部分受到的等
效应力的最大值分别为 ３ ７２０，２ ８９０，２ ７５０ ＭＰａ。 从
中可以发现，尽管不同的入口角度对挤压成形载荷
大小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冲头受到的等效应力
则有很大的区别，过小的冲头入口角受到的等效应力
较大，这对于提高模具寿命是不利的。 因此在保证齿
轮充填饱满的条件下，为提高冲头的使用寿命，冲头
不宜选用过小的入口角度。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２．
２ 冲头入口角对挤压成形力的影响
冲头入口角是内齿轮挤压成形工艺中最重要的
模具结构参数，对内齿轮的成形载荷、成形质量及模
具寿命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里选取坯料孔径 矱５７．
０
ｍｍ，冲头入口角分别取 １０°
，３０°
，４５°
进行模拟，研究
冲头入口角度对内齿轮挤压成形载荷的影响。 模拟
结果如图 ５ 所示。 从图 ５ 中可以看出，挤压力变化
的总体趋势是：在挤压初始阶段，坯料上端面受到冲
头压力逐渐屈服，挤压力急剧上升；当材料进入塑性
变形状态后，挤压力趋于稳定，已成形的材料作刚性
平移，挤压力比较平稳，直至最终完成齿轮的成形。
冲头入口角度的变化对整个挤压过程的载荷影响趋
势是随着角度的增大而减小。

图５

图６

挤压过程中冲头所受的等效应力（ＭＰａ）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ｎｃ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２．
４ 冲头入口角对有效齿高的影响
基于目前工艺的局限性，一次挤压成形得到的
齿件尚不能被直接使用，需要对不符合设计要求的
部分进行机加工修整，修整后得到的满足设计要求
的齿轮高度称之为有效齿高，即实际内齿轮产品的
轮齿高度。 对贯通内齿轮，如图 ７ 所示，其有效齿高
ｌ０ 可以由式（１）表示：
ｌ０ ＝Ｌ －ｌ１ －ｌ２
（１）
式（１）中：Ｌ 为挤压成形后齿件的总高度；ｌ１ 为挤压
后齿件头部未充满齿腔的高度；ｌ２ 为挤压后齿件底
部需切除的高度。

冲头入口角对应的位移－
载荷曲线

Ｆｉｇ．
５ Ｌｏａｄ－
ｓｔｒｏｋ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ｐｕｎｃｈ

２．
３ 冲头入口角对冲头承载的影响
从冲头入口角的变化对内齿轮挤压成形载荷影
响的分析发现，尽管总体趋势是载荷随冲头入口角
度的增大而减小，但变化幅度并不明显。 因此有必
要分析对应的齿形冲头承载情况。 为分析冲头的实
际受力情况，需要在有限元模型中把冲头也定义为
变形体，冲头材料选用软件材料库中提供的冷作模
具钢 ＡＩＳＩ Ｄ２， 其 性 能 近 似 于 国 产 冷 作 模 具 钢
Ｃｒ１２ＭｏＶ。 对应不同角度的冲头受到的等效应力如
图 ６ 所示，当 α分别取 １０°
，３０°
，４５°
的时候，与坯料

图７

贯通内齿轮有效齿高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ｔｈ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ｏ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ｅａｒ

不同的冲头入口角也会对最终成形的内齿轮有
效齿高产生影响。 表 １ 以具体数据列出了采用不同
冲头入口角得到的内齿轮有效齿高，从中可以看到，
随着冲头入口角的增大，对应的内齿轮件的有效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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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减少了近 ５ ｍｍ，占齿件总高度的 ２７．
８％。 因此，
在满足模具寿命的条件下尽量选择入口角小的齿形
冲头，这样能在保证所需的有效齿高条件下尽可能
地节省原材料。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冲头入
口角 α／
（°
）
１０
３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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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的验证，从而说明本研究提出的贯通内齿轮
冷挤压工艺是合理可行的。

不同的冲头入口角对应的有效齿高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ｔｈ ｈｅ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成形后齿
坯总长度
Ｌ／
ｍｍ
２３．
９８
２３．
８８
２３．
７８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ｐｕｎｃｈ
上端面未

下端面切

充满长度

除长度

ｌ１ ／
ｍｍ
１．
９５
３．
１４
４．
９８

ｌ２ ／
ｍｍ
４．
６６
５．
３１
６．
２５

有效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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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摩擦的影响
在金属成形的过程中，摩擦往往伴随有金属的
塑性流动，而且变形金属沿着接触面上各点的塑性
［ ５］
流动情况各不相同，因而情况十分复杂 。 在大多
数情况下，摩擦都产生消极的作用，引起变形力和变
形功的增大，加剧工具的磨损，降低使用寿命，引起
［６］
坯料变形的不均匀，降低变形材料的工艺塑性 。
针对前面的分析，取冲头入口角 α＝３０°
来讨论当摩
擦因子分别取 ０．
０５，０．
１２，０．
２０ 时对内齿轮冷挤压
成形载荷的影响。 不同摩擦因子下内齿轮挤压载荷
如图 ８ 所示，挤压载荷随着摩擦因子的增大而增大。
因此为了降低挤压力，减少模具磨损，提高制件的成
形质量，挤压前毛坯必须进行良好的润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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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试验得到的内齿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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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提出一种适用于贯通内齿轮的冷挤压成形工
艺，并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相关工艺参数对内
齿轮成形质量的影响，得到了合理的工艺参数范围。
同时还通过物理试验进一步验证了数值模拟结果的
可靠性，表明该工艺可以对实际生产提供一定的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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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试验

为了进一步对上述工艺进行研究，物理试验是
很有必要的。 试验采用简易模具，以工业纯铅作为
试样材料，在 ５０ ｋＮ 的万能试验机上完成。 试验模
具装置及试验所得内齿轮件的实物图分别如图 ９ 和
图 １０ 所示。 可以看到，试验得到的内齿轮件齿形饱
满，成形质量良好。 这表明数值模拟的可靠性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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