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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压筋板结构加工工艺以及加工模具研究,为以后类似产品的建造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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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he ribbed plate structure and the
research of processing mold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produc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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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45#钢是我国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种
高强钢,具有较强硬度和耐磨性,具有较
高的尺寸稳定性和小的热处理变形性,
在使用和存放过程中,尺寸不发生变化,
基本满足模具使用要求。
根据压筋板成型质量、精度达标情
况的分析,对压筋模具进行局部修正：加
宽模板、适当增加间隙；压筋模具长度
设置为可调节式。
使用加工模具对板材进行压筋处理,

压筋板轧制：操作机器使上模缓慢
下压至与下模吻合。

压筋板取出并搁置：将加工成型
的压筋板整体取出放置于垫木上指定
位置。
火工矫正：在火工平台上对压筋板
进行火工矫平。
压筋板切割：压筋板进行余量修正,
平直边缘采用剪刀车裁剪,曲形边缘二
次上切割机进行余量修正工作。
线型加工：使用木样板对曲形压筋
板进行弯板作业。

凸模边缘角度较小,重新制作凸模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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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数据显示各规格压筋板加工合
格率为100%,完全符合精度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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