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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对圆管在不同模具进给速度下的压扁成形情况进行总结和预测，基于 ABAQUS 有限元软件对板式

制动器松闸扳手扁管成形过程进行数值模拟，通过将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有限元模型的正确
性，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不同模具进给速度以及采用低熔点合金芯轴对扁管成形效果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模
具进给速度越大，管件中间直线部分向内凹陷的程度越大；添加低熔点合金芯轴后，可以减小圆管压扁成形后
的截面畸变 . 通过分析得到了扁管成形的变形规律，为合理设计扁管成形工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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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停电或电梯出现故障时，乘客会困在轿厢中，若轿厢没停留在平层位置，则无法打开轿厢门救出
被困乘客，因此需要对曳引机上的制动器进行手动松闸，并利用盘车装置转动曳引轮将电梯运行至平层

位置，放出乘客 ［1-2］ . 制动器手动松闸扳手由六方扳手和套管组成，目前制动器手动松闸扳手通常采用先

将套管压扁，后与六方扳手焊接的工艺方法，因此，套管压扁成形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到后续六方扳手

与扁管焊接的质量以及零部件的整体质量 . 由于扁管成形工艺较复杂，单独采用实验或理论方法无法准确
高效的解决实际问题，随着有限元技术的发展，数值模拟方法已广泛用于扁管成形的研究 ［3-4］：Zhang

等 ［5］ 利用仿真及理论方法研究了圆钢管连续校直过程截面的最大扁化量及壁厚变化规律，并对理论计算

结果进行了实验验证 . 田梦芸等 ［6］ 对圆管压扁成形过程进行了仿真分析，分析、预测了起皱和破裂等缺

陷，并运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芯轴对管件截面畸变的影响 .Nasr 等 ［7］ 将铜圆管压扁为不同截面尺寸的扁

管，并借助实验及理论方法研究了扁管的传热及压降特性，研究结果表明：扁管截面高度越小，传热系

数及压降越大 .Abbas 等 ［8］ 利用实验及理论方法研究了圆管在特定模具内扁化成形过程，探讨了圆管壁厚、
直径大小等参数对成形性能的影响，并通过理论计算进行了验证 .

影响管件压扁成形效果的因素有：模具与管材间的摩擦系数、压扁过程中管件的加热温度、管件材

料是否进行热处理等，国内外学者对上述影响成形的因素已经进行了广泛地研究 . 刘芷丽等 ［9］ 采用仿真

分析方法，研究了圆管压扁过程中截面扁化的原因，探讨了摩擦系数对扁管成形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模具与管材间摩擦系数对管件截面畸变的影响不显著 . Li 等 ［10］ 运用数值模拟及实验方法研究了内

部含沟槽的圆管压扁过程，探讨了不同加热温度对扁管成形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件加热温度
为 130 ℃时，扁管截面未出现塌陷现象 . 邓大祥 ［11］ 将硬态紫铜圆管进行退火处理，退火后变成软态，并利

用实验方法研究了内部含微沟槽的圆管压扁过程，实验结果表明：硬态沟槽管压扁过程中截面出现中间

“一次塌陷”
、 “二次塌陷”等截面畸变，软态沟槽管压扁变形较为均匀，无中间折痕和“二次塌陷”出现 .
收稿日期：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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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内外学者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管件压扁成形工艺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针对制动器松闸扳
手扁管成形工艺，探讨不同模具进给速度及采用低熔点合金芯轴对管件成形效果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
少，并且由于管件压扁变形规律的经验和试验数据的积累相对较少，给扁管成形的工艺设计带来一定的

困难 .

本文根据某板式制动器松闸扳手扁管成形的工艺要求，扁管成形后的关键尺寸包括理论长轴尺寸

35 mm 以及理论短轴尺寸 18 mm. 松闸扳手组件及套管压扁最终尺寸如图 1 所示，由于扁管成形工艺的质量

对后续六方扳手与扁管焊接的质量有直接影响，因此对管件的压扁成形工艺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

套管的压扁成形工艺采用下模固定，上模向下连续加载的方法，其模具结构如图 2 所示，压扁时管件

通过挡板定位，并置于下模中心位置，借助 YA32-100 系列四柱万能液压机进行管件压扁实验，将液压机

的滑块以设定的工作速度竖直向下匀速运动，固定安装于上横梁的模具直接作用在管件上，使管件压扁
成形 .

图 1 松闸扳手组件及套管压扁最终尺寸 （mm）
Fig.1 Loose-brake-wrench component and flattening final dimension of
sleeve （mm）

1—基板；2—下模；3—上模；4—圆管；5—挡板
1—Base-plate；2—Lower die；3—Upper die；
4—Round tube；5—Baffle
图 2 管件压扁成形模具
Fig.2 Tube flattening forming mould

为了进行不同模具进给速度及采用芯轴的扁管成形过程的数值模拟，需要先验证简单管件压扁成形
建模的正确性与数值计算的准确性，为此，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对压扁成形管件的壁厚分布、截面扁

化情况以及截面尺寸进行研究 .

为了对圆管在不同模具进给速度下的成形情况及变形规律进行总结和预测，并分析添加芯轴管件的

塑性变形特征，本文借助 ABAQUS 有限元软件，首先建立板式制动器松闸扳手扁管成形所需的有限元模

型，随后，对压扁成形过程进行仿真分析，通过对比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验证了仿真分析模型的正确

性，以此为基础，基于有限元软件，探讨了不同模具进给速度对管件截面畸变的影响，最后，对采用低
熔点合金芯轴压扁成形管件的成形效果及截面畸变情况进行研究 .

扁管成形工艺是松闸扳手组件制造的核心工艺，直接关系到后续六方扳手与扁管焊接的质量，因此，

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管件压扁成形机理的研究，不仅能降低管件压扁成形工艺的开发成本及试验费用，

而且对提高管件的成形性能，合理设计管件压扁成形工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扁管成形工艺的数值模拟
1.1 有限元模型建立
根据实验中所用管件，仿真分析时采用3.5 mm 壁厚，ϕ28 mm 外径的圆管，管件初始长度为515 mm，管

件材料为 Q235 钢，其力学参数为：屈服极限——235 MPa，强度极限——375 MPa，弹性模量——210 GPa，
泊松比 ——0.3，材料密度——7.85 g/cm3. 上模及下模设为刚体，利用接触对算法进行接触模拟：选择与

管件接触的模具端面为主面，管件外表面为从面，各个接触面的相对滑动为有限滑移，接触属性定义为

50

第 29 卷

广西科技大学学报

接触面之间的切向作用，选择罚函数摩擦模型作为
模型摩擦的定义，模具与管件间的摩擦系数设为
0.25. 整体装配模型如图 3 所示，各零件均采用六面体
单 元 划 分 ， 模 型 的 网 格 单 元 总 数 为 22 890 个 . 在

ABAQUS 软件的材料设置中，需要定义塑性变形材料

的真实应力与真实应变的关系 .Q235 钢材料的塑性应

力应变关系参照田芳 ［12］ 测得的真实应力与真实应变

图 3 整体有限元模型
Fig.3 Whole mesh model

试验数据 .

1.2 成形效果分析

采用将扁管成形效果及壁厚分布数据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的方法，来验证有限元模型的正确性 . 首先

将扁管成形的成形效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4 所示，将管件变形区域沿图 1 中 A-A 面剖切开，从图
中可以看出，仿真分析结果与实验结果较吻合 .

（a） 实验结果
（a） Experimental results

（b） 仿真结果
（b） Simulation results

图 4 管件压扁结果
Fig.4 Tube flattening results

由于进行数值模拟时，管件壁厚较薄处在变形与未变形圆弧过渡区域，且未变形区域壁厚没有变化，

因此，对扁管进行壁厚分析时，只需要对管件变形区域的横截面进行测量即可 . 在轴向方向：利用电火花

线切割机将扁管沿图 1 中 A-A 面切割，在径向方向，在管件变形与未变形连接的位置沿径向切割 . 测量管

件壁厚数据时，在轴向方向，从左到右，在压扁变形区

域，每间隔 44 mm 采集一点，采集 4 点；在变形与未变

形圆弧过渡区域，采集 3 点 . 压扁成形管件的剖切图如图

图 5 管件剖切图
Fig.5 Break-out section of tube

5 所示 .

为了更加直观地将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将扁管沿 A-A 对称面轴向壁厚的仿真数据与实验

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 . 从表中可以看出，仿真模拟结果与实验测试结果十分吻合，误差都控制
在 5% 以内，通过对比管件压扁的成形质量与变形尺寸，验证了数值模拟的正确性 .
表 1 沿轴向壁厚的仿真与实验结果

Tab.1 Simulation and test wall-thickness results on axial direction
距离端部距离/mm
仿真壁厚/mm
实验壁厚/mm
误差/%

44

88

132

176

198

3.46

3.46

3.46

3.45

3.36

1.5

1.5

1.8

1.5

1.8

3.41

3.41

3.40

3.40

3.30

210

3.45

3.38

2.1

220

3.47

3.41

1.8

2 模具进给速度对扁管成形质量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模具进给速度对扁管成形质量的影响，为合理设计管件压扁成形工艺提供有益参考，

需要对不同进给速度下管件压扁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 图 6 为不同模具进给速度下扁管的成形效果，从图 6

可以明显看出，模具进给速度越大，管件中间直线部分向内凹陷的程度越大，当 v>100 mm/s 时，管件中

51

第2期

间直线部分向内凹陷较严重，截面发生畸变，这是由于在压扁成形中，管件中间直线部分由圆形变为直
线形，外壁受周向压应力，内壁受周向拉应力，而圆弧部分曲率逐渐变小，其外壁受周向拉应力，内壁
受周向压应力，管件内外壁金属受力不均匀，导致截面发生畸变，这与刘芷丽等 ［9］ 的实验结果分析一致 .

因此，过大的模具进给速度对管件中间直线部分向内凹陷程度有一定的影响 . 当 10≤v≤100 mm/s 时，管件

中间直线部分有轻微向内凹陷的现象，管件的压扁成形效果基本相同，表明应变率效应对管件成形结果

的影响较小 .

（a） 172 mm/s

（d） 40 mm/s

（b） 100 mm/s

（c） 73.3 mm/s

（e） 10 mm/s

（f） 理想截面 / mm

图 6 不同模具进给速度下扁管截面变化
Fig.6 Cross section changing of flat tube under various mould feeding speeds

为了进一步研究模具进给速度的变化对管件压扁成形性能的影响，需要了解管件截面扁化畸变的情
况，测量不同模具进给速度下变形管件长轴以及短轴尺寸，并与理论长轴及短轴尺寸进行对比，计算出
差值，若测量的短轴和长轴尺寸比理论短轴及长轴尺寸小，则差值为负，若测量的短轴和长轴尺寸比理

论短轴及长轴尺寸大，差值为正数 . 其中，理论长轴尺寸为 35 mm，理论短轴尺寸为 18 mm，绘制的短轴

差值曲线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模具进给速度的增大，短轴差值也随之增大，当进给速度 v=
172 mm/s 时，短轴差值最大，达到了 1.08 mm，即最小短轴尺寸为 16.92 mm，管件截面畸变较严重 .

图 8 为不同模具进给速度下的长轴差值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长轴差值整体相差不大，当进给速度

v＜172 mm/s 时，长轴差值较小，当进给速度 v=172 mm/s 时，长轴差值突然变大，这是因为当进给速度

v＜172 mm/s 时，由于长轴尺寸均比理论长轴尺寸要小，因此差值为负，当进给速度 v=172 mm/s 时，长轴

尺寸比理论长轴尺寸大，因此差值为正，而且当进给速度 v=172 mm/s 时，管件中间直线部分向内凹陷较

图 7 不同速度下短轴差值曲线
Fig.7 Difference-value curves of short axis under various speeds

图 8 不同速度下长轴差值曲线
Fig.8 Difference-value curves of long axis under various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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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截面发生畸变，由于截面塌陷现象最严重，因此短轴尺寸最小，而长轴尺寸最大，因此会出现长
轴差值在速度为 172 mm/s 时突然变大的现象，当进给速度 v=172 mm/s 时，长轴差值最大，为 0.16 mm，即

最大长轴尺寸为 35.16 mm.

模具进给速度越小，越有利于减小金属变形的强度，管件的表面质量也越好，但是速度过小不利于

松闸扳手套管的批量生产，因此，只有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选择合理的进给参数，从管件成

形效果及截面尺寸分析的结果看，当进给速度在 10～73.3 mm/s 的范围时，管件已经能达到较好的压扁效

果.

3 采用芯轴后扁管成形的数值模拟
3.1 有限元模型建立
为了防止扁管成形过程中，管件截面产生塌陷、畸变的现

象，采用低熔点合金芯轴来支撑易于塌陷的管件 . 由于低熔点合
金是连续变形体，具有熔点低，易于装填和取出等优点，所以

是理想的芯轴材料 .

在众多低熔点合金中，巴氏合金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材料，

由于其显著的减摩特性，因而被大量应用于钢铁、冶金、航空

航天等领域主轴的轴瓦、轴承或轴套中 ［13］ .

为了研究采用低熔点合金芯轴对管件压扁成形质量的影响，

需要对添加芯轴后管件压扁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 管件和模具的尺

图 9 整体有限元模型
Fig.9 Whole mesh model

寸大小、材料数据等前处理设置与不添加芯轴时扁管成形的模

拟相同，添加的芯轴直径为 ϕ19 mm，长度为 500 mm，整体装配模型如图 9 所示，管件与芯轴的接触设置
为：由于管件和芯轴划分的网格密度接近，因此选择材料刚度较大的管件的内表面为主面，而芯轴外表

面为从面 . 模型均采用六面体单元划分，模型的网格单元总数为 34 422 个，巴氏合金材料的塑性应力应变
关系参照李淑君 ［13］ 测得的真实应力与真实应变关系曲线 .
3.2 成形效果分析
为了了解添加低熔点合金芯轴后，成形管件截面的畸变情况，将管件压扁后的成形截面与理想截面

进行对比，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管件中间直线部分没有出现严重的凹陷，管件压扁后截面形
状与理想截面形状较吻合 .

（a） 添加芯轴后扁管成形截面
（a） Cross section of flat tube forming after adding mandrel

图 10 添加芯轴后扁管成形效果
Fig.10 Flat tube forming effect after adding mandrel

（b） 理想截面
（b） Desired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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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添加低熔点合金芯轴后扁管成形的性能，并了解管件截面畸变的情况，测量变形管

件长轴及短轴尺寸，并与理论长轴及短轴尺寸进行对比，计算出差值，绘制的短轴差值曲线如图 11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短轴差值较小，变形管件的短轴尺寸接近于理论短轴尺寸，管件截面未发生严重畸变 .

图 12 为添加芯轴管件长轴差值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长轴差值都较小，变形管件的长轴尺寸接近

于理论长轴尺寸，管件截面未出现严重的扁化 .

图 11 短轴差值曲线
Fig.11 Difference-value curves of short axis

图 12 短轴差值曲线
Fig.12 Difference-value curves of short axis

3.3 添加铝合金芯轴对扁管成形效果影响
为了研究采用不同种类芯轴对扁管成形效果的影响，对添加 1060 铝合金芯轴后管件压扁过程进行

数值模拟 . 管件、芯轴和模具的尺寸大小、接触定义等前处理设置与添加低熔点合金芯轴时扁管成形的
模拟相同，1060 铝的各项力学参数参考王快社等 ［14］ 测得的材料属性，其弹性模量为 69.37 GPa，密度为

2.77 g/cm，泊松比为 0.33. 1060 铝材料的塑性应力应变关系参照 Fang 等［15］ 测得的真实应力与真实应变关
系曲线 .

图 13 为不同种类芯轴下扁管的成形效果，从图中可以看出，管件的压扁成形效果差别不大，管件中

间直线部分没有出现严重的凹陷，管件压扁后截面形状与理想截面形状较吻合 .

（a） 添加铝合金芯轴后扁管成形截面 （b） 添加低熔点合金芯轴后扁管成形截面
（a） Cross section of flat tube forming after （b） Cross section of flat tube forming after
adding aluminum alloy mandrel
adding low-melting-point alloy mandrel

（c） 理想截面
（c） Desired section

图 13 不同种类芯轴下扁管的成形效果
Fig.13 Flat tube forming effect of various mandrels

为了更加直观地将添加铝合金芯轴扁管成形结果与添加低熔点合金芯轴扁管成形结果进行对比，测

量扁管的截面尺寸，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截面尺寸数据十分接近，成形效果差别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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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种类芯轴下扁管截面尺寸
Tab.2 Flat tube sectional-dimensions under various mandrels
距离端部距离

添加铝合金芯轴扁管短轴尺寸
添加低熔点合金芯轴扁管短轴尺寸
添加铝合金芯轴扁管长轴尺寸
添加低熔点合金芯轴扁管长轴尺寸

44

17.91

17.97

35.11

35.20

88

17.90

17.97

35.11

35.18

132

17.91

17.98

35.10

35.19

176

190

mm

17.92

17.91

35.11

35.10

17.97

35.20

17.97

35.20

上述结果表明：采用相同尺寸不同材料的刚性芯轴，扁管成形效果差别不大 . 在管件压扁过程中，采

用刚性芯轴来支撑管件，可以防止管件截面产生塌陷、畸变的现象，这与田梦芸等 ［6］ 的结论一致 . 由于低
熔点合金是连续变形体，具有熔点低、易于装填和取出等优点，所以是理想的芯轴材料 .

4 结论
1） 基于 ABAQUS 有限元软件，建立板式制动器松闸扳手扁管成形的有限元模型，通过对比仿真分析

数据与实验数据，验证了有限元模型的正确性 .

2） 利用有限元方法探讨了不同模具进给速度对扁管成形效果的影响，达到了对金属的塑性变形情况

进行预测的目的，对提高管件的成形性能，合理设计扁管成形工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

3） 模具进给速度越大，管件中间直线部分向内凹陷的程度越大，当 v>100 mm/s 时，管件中间直线部

分向内凹陷较严重，截面发生畸变，当 10≤v≤100 mm/s 时，管件中间直线部分有轻微向内凹陷的现象，管
件的压扁成形效果基本相同，表明应变率效应对管件成形结果的影响较小 .

4） 利用有限元方法研究了添加低熔点合金芯轴对扁管成形效果的影响：添加芯轴后变形管件中间直

线部分未发生严重的凹陷，变形管件的长轴及短轴尺寸接近于理论长轴及短轴尺寸，管件截面未发生严
重的畸变 . 这说明添加低熔点合金芯轴后，可以减小圆管压扁成形后的截面畸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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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alysis of flat tube forming process for
plate-brake loose-brake-w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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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ummarize and predict flattening forming situation of tube under various feeding speeds of mould，
the flat tube forming processes of plate-brake loose-brake-wrench are simulated based on ABAQU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is verified. And the effects of feeding speeds of mould and of using low-melting-point alloy mandrel on flat

tube forming quality are analyzed.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gger feeding speeds of mould，the greater the

inward hollow for straight-line part in the middle of tube；cross section distortion of tube flattening forming is de⁃
creased after adding low-melting-point alloy mandrel. Deformation law of flat tube forming is obtained through anal⁃
ysis，beneficial reference is provided for rational design of flat tube forming processes.

Key words：loose-brake-wrench；flat tube；ABAQUS；numerical simulation；mand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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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automotive exhau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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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Aimed at the exhaust system of a car in the design phase，with its vibratio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re⁃
search，the constraint mod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exhaust system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combined with Av⁃

erage Driving DOF Displacement method，to make the suspension point arrangement more reasonable. In the fre⁃
quency response analysis，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haust system are analyzed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design are given，which thereby ensures the reliability and service life of the exhaust system

and ultimately improve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exhaust system.

Key words：exhaust system；
vibration analysis；
constraint mode；
ADDOFD；
frequency respon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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