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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冷冲压模具寿命因素及提升措施探析
陈焕东

（广东省技师学院    广东    惠州    516100）

摘要：冷冲压模具是现阶段生产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工具，其寿命影响着生产的成本。通过对冷冲
压模具的利用，发现影响其寿命的因素较多，比如模具本身的质量、模具的利用环境等。在掌握影响冷冲
压模具使用寿命的因素之后，对具体的要素进行分析与控制，使冷冲压模具的使用寿命延长，经济效益提升。
文章研究分析影响冷冲压模具寿命的具体因素，并提出提高其寿命的具体措施，旨在为实践提供指导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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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直接影响模具的使用寿命，所以对模具的失效做分

析，并了解模具失效的具体原因等，这对于判断模具寿

命有积极意义。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冷冲压模具失

效形式主要表现为三大类。

第一是磨损失效。对冷冲压模具的具体利用做分析

可知，其在工作的过程中，凸模和凹模会和被加工料表

面产生摩擦，进而出现摩擦磨损。就模具的磨损表现来

看，其主要集中在凸模、凹模的刃口处。在冲压的过程

中，刃口会频繁工作，其表面的磨损会比较严重。随着

使用时间的延长，刃口的磨损会不断加剧，当刃口的性

能出现被破坏情况的时候，模具的安全使用便会出现问

题。简而言之，模具的刃口磨损等问题会导致模具性能

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其使用寿命会受到影响。

第二是变形失效。对冷冲压模具的具体使用做分析

可知，模具工作零件在热处理工艺不达标的情况下，冲

压工作会导致模具零件内的应力过大，这样一来，材料

的伸缩性能会显著减小，这使得模具发生了塑性变形的

可能。一般来讲，为了生产标准、规范的零件，对冷冲

0    引言 

对目前生产实践做分析可知，冷冲压模具在其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要重视冷冲压模具的生产和利用。

调查研究冷冲压模具的具体使用发现，其寿命对模具的

经济效益实现有显著影响，所以为了提升冷冲压模具的

经济效益，需要尽可能地延长其寿命。因此，了解影响

寿命的具体要素，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措施，有利于提

升模具的寿命控制效果。简而言之，在分析冷冲压模具

寿命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寿命控制的具体措施进行强

调，这对有效提升冷冲压模具的实际使用寿命有积极的

现实意义。

1    冷冲压模具概述

了解冷冲压模具，这对冷冲压模具的寿命控制有积极

的意义。结合目前的社会生产实践分析，冷冲压模具是模

具的一种类型，其是对放置在内的板料在室温下施加变形

力，为安装在压力机上在室温下施加变形力获得一定形状、

尺寸和性能的产品零件的特殊专用工具（图 1）。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冷冲压模具在零件批量化

生产、专业化生产和统一化生产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值得注意的是，冷冲压模具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出

现了失效的情况，那么便难以继续利用，也就是说，冷

冲压模具的使用寿命结束了。因为冷冲压模具的设计、

生产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其经济

效益，需要对其寿命做提升。掌握影响冷冲压模具寿命

的要素并对要素进行控制，这于实践来讲帮助巨大。

2    冷冲压模具的失效形式

结合实践做分析，冷冲压模具是否具有使用价值，

主要是看模具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失效的情况，即

当模具失效，其寿命终止。从这个角度来看，模具是否

图 1    冷冲压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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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模具在尺寸、形状等方面会有一定的精度要求。当冷

冲压模具在频繁使用的过程中发生塑性变形的时候，模

具的尺寸、形状等会与最初的设计产生差异，这种情况

下，冷冲压模具是难以再次利用的。也就是说在冷冲压

模具发生明显变形的时候，其使用寿命结束。

第三是断裂失效。所谓的断裂失效具体指的是冷冲

压模具在冲压的过程中突然出现裂纹而失效。破损、折

断和裂缝是断裂失效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失效对生

产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冷冲压模具的具体利用中，凸

模和凹模是核心部件，在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承受巨大

的压力，所以其是最容易发生断裂现象的位置。就对

模具断裂现象的分析来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能是模具设计存在着不合理，即设计参数与实际工

作参数存在着不一致，难以达到要求导致出现了断裂。

当然，在模具加工制作的过程中，热处理方式应用不妥，

或者是材料选用不恰当等也会为断裂问题的出现埋下

伏笔。简单来讲，断裂失效的发生也标志着模具使用

寿命的结束。

3    对冷冲压模具寿命产生影响的因素

基于上文的冷冲压模具失效做分析，对冷冲压模具

的使用寿命造成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所以要对模具

的寿命进行控制和提升，必须要明确这些影响因素。以

下是基于实践总结的影响模具寿命的因素。

第一是模具设计。在模具的生产实践中，设计是非

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其不仅影响着模具的使用效果，更

关系着模具的使用寿命。从目前研究的结果来看，对模

具寿命产生影响的设计因素主要有模具的结构形式、排

样与搭边、模具的集合参数以及模具导向机。在大多数

的情况下，模具结构的决定因素是零件的形状，但是在

实践中会发现生产同一零件，其对应的模具会有很多种。

在设计实践中，如果模具的结构选择不合理，那么在模

具使用的过程中会出现应力过于集中，进而导致断裂失

效的问题。再者，排样的方法和搭边值对模具寿命的影

响也是显著的。如果排样设计不合理会出现搭边值过小

等问题，这会导致模具磨损的加快，严重的时候会引发

凸模和凹模相互啃伤。就模具的几何参数来讲，其具体

包括了冲裁间隙、冲裁力等，这些参数对冲件成形和模

具磨损影响很大。总的来讲，模具设计实践中的不合理

现象会对模具的实际利用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导致其使

用寿命缩短。

第二是模具材料的影响。模具的使用寿命与材料本

身的关系十分密切。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材料本身的性

能以及热处理工艺的使用对模具寿命的影响是显著的。

一般来看，模具材料的种类、硬度、强度、耐磨性以及

韧性等对模具的寿命影响是显著的。结合目前的模具利

用实践做分析可知，不同钢类制造的模具在用于冲压同

一零件的时候，其寿命差异是比较大的。为了对比模具

材料对模具使用寿命的具体影响，有工作人员开展了专

门的试验。在试验中，模具的形状保持一致，让模具材

料的具体参数存在差异，比如硬度差异、韧性差异、强

度差异和耐磨性差异等，通过记录试验结果确定不同参

数模具的使用寿命，这样可以分析各要素对模具寿命的

具体影响。

第三是模具制造工艺的影响。在模具制作的过程中，

比较常用的工艺有热处理工艺和加工工艺，工艺的具体

利用效果会对模具的使用寿命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模具

使用的过程中，热处理工艺会对模具材料的性能产生影

响，所以其也会引发模具说明的差异。对模具的热处理

进行分析可知其包括了多项内容，比如淬火、回火和退

火等。在热处理实践中，模具零件会出现淬火变形、氧

化和开裂等现象。对模具的具体使用进行统计发现因为

热处理工艺利用不当引发的模具失效占据了模具失效总

数的 1/2 以上。模具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耐磨性、

抗粘合能力、抗断裂能力等均与加工工艺的利用有显著

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加工工艺利用的时候，需要对具体

的工艺影响做分析，并做科学的工艺利用，这样模具的

使用寿命控制效果才会更加突出。

4    冷冲压模具寿命提高的措施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冷冲压模具的使用寿命受到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实践中要想有效地延长冷冲

压模具的使用寿命，必须要立足于影响要素采取相应的

措施，这样冷冲压模具的使用寿命才会获得提升。结合

目前的研究结果，冷冲压模具使用寿命的延长需要从如

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对模具的结构设计进行优化。就冲压模具的

生产制作来看，结构设计是核心，因为在结构设计存在

问题的情况下，即使生产不出现问题，其使用也会存在

问题，所以要彻底解决使用寿命问题，还需要对设计工

作进行强调。立足于目前的实践做分析，在进行模具设

计的时候要确保卸料板、送料装置、导向机构等模具具

有灵活性和可靠性，而且其刚度和强度必须要进行保证，

这样可以规避模具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变形、磨损等显

著问题。

与此同时，在模具设计的时候要尽可能地采用镶拼

式凸、凹模结构（图 2），因为这样的结构可以有效地减

少应力的集中，从而降低疲劳裂纹的产生几率。不仅如

此，采用这样的结构还可以在局部零件损坏的时候对其

进行更换，这样在不需要整体更换模具的情况下，可以

实现模具的继续使用，这对于延长模具使用寿命有积极

的意义。总的来讲，对模具的设计进行分析与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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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解决诸多模具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模具的

使用寿命自然会获得显著提升。

第二是对模具的凸凹模间隙做合理设计。在模具的

应用实践中，冲压件断面的质量、冲压力大小、模具的

使用寿命等会受到冲裁间隙的影响，所以为了延长模具

的使用寿命，必须要设计合理的冲裁间隙。基于冲裁间

隙的合理设计需要，在进行新模具设计的时候，可以根

据理论法或者查表法对合理的间隙值进行确定。当然，

在间隙值设置的时候，还需要基于实际情况做调整，即

要在保证零件品质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最大合理间隙，

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模具的磨损程度。如果要加工对尺

寸精度、断面质量以及垂直度要求比较高的工件，可以

适当地减小间隙值，反之则可以进行增大，这样模具的

使用寿命会有显著提升。

第三是在模具的加工制作中需要采用合理的热处理

工艺。对模具材料采取合理的热处理工艺是提高冲压模

具使用寿命的有效途径。淬火时，要合理地控制加热温

度，温度过高会促进晶粒长大，从而使模具零件变脆，

零件在加工中出现崩刃、开裂、折断的风险就会大大增

加。所以，冲压模具在淬火过程中，应保证均匀受热，

在加热后使冷却均匀，防止温度迅速改变带来的模具氧

化和脱碳现象。为消除模具零件的内应力，还应进行高

温回火，以降低模具产生裂纹的可能性。同时，为使模

具获得外硬内韧的效果，模具工作零件表面需进行强化

处理，如离子渗氮、碳氮共渗和电火花强化。这样一来，

模具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得到了保证，冲压模具的寿命

得到有效提高。

在实践中，为了延长模具的使用寿命，在模具使用

之前可以对其进行测试。就模具的测试来看，主要强调

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测试模具的环境适应情况。不同的环境对模具

的参数等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温度、湿度等差异会

对模具的具体利用造成影响，所以在实践中可以进行环

境要素测试，并在测试结果基础上对模具的具体应用环

境做控制，这样一来，影响其寿命的不利因素得以控制，

模具的使用寿命自然会提

升。

二是测试模具的应用工

况。就模具的具体利用来看，

具体的零件生产所需要的冲

压力并不是越大越好，在能

够冲裁零部件的基础上，有

效地控制冲裁的力量，会减

小模具断面的受力，进而降

低其发生磨损损伤的量，模

具的使用寿命会更加长久。

在此基础上，对模具的使用工况标准做限定，这对于延

长模具使用寿命有积极意义。

5     结语

综上所述，冷冲压模具的使用寿命对其经济效益发

挥有重要影响，所以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总结对冷冲压

模具使用寿命产生影响的要素，并对延长冷冲压模具使

用寿命的方法和措施进行讨论，这对于实践工作开展帮

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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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前沿冷冲压模具凸、凹模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