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背景

丹阳市创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1

月，是一家从事金属板材加工的民营企业。公司
位于江苏省丹阳市，介于园区和市区之间，交通
便利。

该公司主要从事金属薄板类的钣金加工，在冷
板、不锈钢、铝板加工方面有独到的经验。目前
加工的主要产品类型有：工业机箱、通讯机柜、

电器柜、开关柜、家电配件、机电设备结构件及
打印机配件等产品。公司还保持与南京大学的紧
密联系，对于高难度的产品加工具有雄厚的后续
技术支持实力。

公司以5S和持续改进为基础，全面实施精益生
产，推行全面质量管理（TQM），追求质量零缺
陷；2008年7月一次性通过ISO认证机构的审核，

取得ISO9001:2000证书。

研发需求

创成公司产品规格多，客户要求交期很短。在以
前的工作周期内，经常需要在短时间内对客户的
产品进行工艺分析，产品报价，以及产品细节的
继续设计。对于新品，公司钣金件的设计加工过
程中基本没有试制过程，要求基于数字模型，检
验没有问题，实际制造的结果要完合符合要求。

因此对钣金处理软件也提出的相应要求：上手容
易，建模速度快；能够提供可靠的工艺数据；从
到设计至加工的各个阶段能够提供可视化的检
验手段，以便将错误消灭在数字样品阶段；能够
快速生成符合公司规范的工艺指导性文件。经过
公司对各个软件综合考虑后公司最终确定采用
Inventor。

钣金工艺多重保障步步到位丹阳市创成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客户成功案例

Autodesk® Inventor®

我们的设计人员，工艺人
员和工人，均对Inventor
的钣金设计处理感觉满
意，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Inventor将能够从设计工
艺加工各个环节满足公司
的需求。 

—张初华
 主任设计师 
 丹阳市创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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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在钣金加工企业中的应用



Inventor在钣金零件设计中的实际应用

因客户产品要求交期短，在很多情况下，仅提供
一些概念性的要求，描述相关的装配关系后，由
我们公司完成设计、加工钣金部份。在这种情况
下，Inventor基于装配关系的设计理念完全符合工
程师原先的设计习惯：我们根据客户提供与装配
相关的大致模型，通过衍生等工具很方便地进行
钣金件的设计，目前Inventor能够打开大多数其它
三维软件的数据也成为优势。

1.干涉检查

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Inventor的相关
检查工具，确实地解决了原本不易察觉的干涉等
问题。图1是我公司实际设计的一个设备的外壳，

外壳的门在开启与关闭过程中，可能发生铰链与
主体发生干涉，门的右下角与主体干涉的问题，通
过Inventor的相关检查机制，能很容易发现了这
类问题。在未使用Inventor之前，出现此类的设
计错误的几率较高，使用Inventor之后此类的设
计问题我们总能在数字样机阶段就检查出来并
立即解决掉。

 

图2

2.数据转换

在钣金设计建模的过程中，我公司还经常需要对
客户的产品进行重新设计，以满足钣金工艺的需
要。这是客户采用Pro/E所建造的产品模型，本身
并非是个钣金件，这就需要我公司对产品进行重
新设计。

对于相对较复杂的产品进行再设计并作设计更
改，以前需要重新设计并符合钣金加工工艺，相
对较复杂。公司采用Inventor之后，直接能打开客
户的文件，完成文件格式的转换（图4）。经过简
单的衍生曲面—平板，很方便得就处理成符合钣
金加工工艺的模型。这个过程相当轻松，整个过
程仅半小时。在未采用Inventor之前，这个处理过
程大概需要半天左右的时间，且数据的可靠性不
能保证。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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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开下料

钣金加工中展开下料可谓是加工过程中的关键，

目前我公司的下料设备以数控冲床和激光切割为
主，而这些设备下料编程必须以DWG或DXF的展
开图文件为基础。Inventor能顺利解决钣金件的展
开，图5为这个产品的展开结果。

图5

展开的尺寸是否正确，关键是展开求解的机制是
否符合工厂实际钣金工艺的工况条件。Inventor的
展开计算设置，有多种展开机制可供用户选择：

目前我公司主要采用K系数与折弯表修正值来处理
钣金的展开。

图6

其中“折弯表修正值”是我公司最常用的一种处
理方法，在运用这种机制时，对不同的材料建立
不同的折弯表，关键在于：将日常加工过程中
所收集的修正值填入折弯表中，经一段鸡肋，

Inventor就能够按照折弯表中正确的、符合我公司
工艺环境的数据进行展开计算，所以这种机制能
完全符合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原先就存在的规则。

在没有可靠的展开数据的情况下，可先试折一
下，长多少，减多少。折弯表修正值展开模式相
当于Inventor具有了学习的功能，只需用户不断地
完善折弯表中的数据，INVETOR会使展开数据越
来越符合企业的实际工况条件，使得展开的尺寸
甚至可以做到理论偏差为“0”的精确展开。

开启INVENTOR的激
活接触识器后很快发
现了门铰链在开启与
关闭过程中与主体发
生干涉，调整尺寸解
决问题

开启INVENTOR的激活
接触识器后很快发现了
门在开启与关闭过程中
与主体发生干涉，作倒
角处理解决问题



4. 公差处理

精确的展开必须包含零件公差的处理。我们在
对客户零件建模时，包含了零件公差的处理。

Inventor允许我们在零件中加入公差，更值得一提
的是，Inventor的公差可以驱动零件的尺寸。在处
理非对称性公差时，一般情况下我们估算大小取
中值，以便获得更合理的展开尺寸（图7）。

图7

5.钣金尺寸编辑

Inventor钣金展开模式下的编辑在我公司处理钣金
展开时经常应用到，对于Inventor展开的尺寸仅是
理论内容，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下料尺寸。真
正下料尺寸需由工艺工程师对展开图根据加工工艺
进行修正。而这种处理，在未用Inventor之前，将展
开尺寸输出为DWG，然后对DWG进行修改。这样
做的缺点是，输出的DWG与原零件断开了关联，零
件修改后，工艺工程师对展开作的工艺部份修正得
不到保存。Inventor能够对展开进行编辑，而这种
编辑能够与模型关联，我们采用了这种处理方式，

在对零件进行修改时，可避免工艺工程师反复处理
钣金的展开工工艺方面的修正。

有了精确的展开尺寸后，在下料编程前可输出DWG

格式的展开图。而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却常常容易
出错，钣金加工企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尺寸完全
符合，将板材的正反面（拉丝面、毛刺面……）搞错
了。我公司在进行展开图的输出前，采用如下办法：

规定在折叠模型中，外表面给定特定颜色的输出展
开（图7），以特定颜色（橙色）的面为输出时的外
表面，可以确保DWG文件输出的正确性。对于工艺
设计人员原本是想的问题，用Inventor来处理只需
“看”就彻底解决了。

 

图7

6.折弯

完成下料工序后，对于钣金件加工的第二个关键
工序就是折弯，在折弯的过程中，Inventor同样给
我们带来方便。

图8为Inventor进行折弯标注的结果，Inventor的折
弯标注机制能够清楚地的标明：折弯位置，折弯方
向，折弯角度及折弯圆角大小。而这些正是一线工
人在折弯加工所需要的参数，这些参数均从钣金模
型中获取，方便了工程图工艺部份的处理。这种标
注方法在我公司应用后，得到了实施制造的一线工
人在加工时的认可，他们认为是清晰明了的，避免了
他们在加工时，边做边想的状况，从而提高了工作
效率，并避免了一些低级错误。

图8

7.折弯工序处理

对于折弯较复杂的零件，在处理折弯次序显得尤
为重要，有些钣金件折弯次序的确定关键到折弯
的整个过程，钣金件不得与模具及机床发生干
涉。折弯的整个过程是折弯次序的排列组合，需
对每个工步成型过程根据《折弯模具机床干涉图
界》《折弯模具机床干涉图解》进行比对，确认
折弯可否进行。折弯成型的中间过程我公司充
分利用Inventor的局部展开与重新折叠机制，模
拟得到各种组合状态下的真实折弯中间过程。 

 

图9

图9所示的产品，以往工艺人员根据公司现有的加
工设备及模具，以及他们的经验，几乎确认无法
加工。经过Inventor对折弯次序反复组合，将折弯
次序调整，最终顺利地完成了折弯工序，并将折
弯次序标记出来作为工艺的参考。如图10所示。

以橙色，对
钣金件外表
面标识

输出展开时，原
本需  “想”的
问题，现在只需
“看”就可确保
正确。

此处的缺口开至折
弯圆弧相切的位
置，从钣金加工工
艺，需折弯后加工
此缺口。

通过展开模式下
的编辑，对此缺
口 进 行 工 艺 修
正，保证折弯的
前提下，留余量
折弯后加工。



图片由丹阳市创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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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8.标准件库

钣金设计还必须包含必要的标准件，Inventor标准
件库中提供了丰富的、供用户直接调用的标准件
（图11），便用户快速完成设计。

图11

即便如此，标准件库还不能完全覆盖用户所有
的钣金标准件，我公司在实际运用中，采用了
Inventor的IPART创建一系列的用户标准件库。用
户参数化标准件库的运用使设计更为灵活与方
便，用户可以在IPART中参建很多与装配有关的东
西，例如，图12为我公司创建的GB17880.1-99标准
的IPART，在创建的过程中拉伸了一个圆的曲面，

以标出拉铆螺钉的底孔，为后续的设计带来了很
大的方便。

图12

项目评价

我公司采用Inventor进行钣金的设计与加工工艺处
理，历时2年多的时间。在这两年中，公司够快速
响应客户的新品试制，确保新品的质量，控制新
品的成本，成为多家公司的钣金优秀供应商。公
司设计部门计划花较长的时间完成企业标准件库
的订制工作（包含了IPART及冲压工具的订制），

以便Inventor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产品设计。公司在
今年通过EN15085的焊接论证，领导希望能够继续
通过Inventor结合Inventor PUBSLIH编制焊接WPS

工工艺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