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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别从压窝所需的工具和设备及其选用、压窝对导孔和试验件的要求、热压窝法、-压窝的．7-艺过 

程和控制等方面简述了压窝在飞机上的应用。压窝是在金属片上形成一个可控制外形下陷，可以安装锥形头 

嵌入型紧固件的以实现埋头安装的方法，压窝是一片金属在阴模和阳模之间通过压力形成的。压窝利用一个 

附加的加压内冲头制造出符合规定的外形，而且抑制导孔的扩张，因此裂纹是最小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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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压窝在哈飞Z9、Y12、M430以及将要生产的z15等机 

型上使用或采用压窝的工艺方法。现代飞机为了获得高强 

度的结构连接和平滑的空气动力表面，往往采用大量的埋 

头铆钉和埋头螺栓、螺钉类可卸紧固件，当这些紧固件用 

于薄蒙皮和中厚蒙皮连接时，压窝不仅可以避免因锪窝划 

透而引起的应力集中，而且由于压窝孔口承剪挤压面积和 

承拉面积增加，使得局部应力集中程度低于锪窝，抗拉脱 

能力高于锪窝。因此，凡产品规定压窝，则不允许用锪 

窝。现在可以对材料有铝、镁、不锈钢和钛等材料进行压 

窝，压窝工艺方法在世界各国的飞机产品上已得到广泛的 

应用。 

压窝是在金属片上形成一个可控制外形下陷，可以安 

装锥形头嵌入型紧固件的以实现埋头安装的方法，压窝是 
一 片金属在阴模和阳模之间通过压力形成的。压窝利用一 

个附加的加压内冲头制造出符合规定的外形，而且抑制导 

孔的扩张，因此裂纹是最小化趋势。压窝方法分为冷压窝 

和热压窝。热压窝或冷压窝的方法适用材料在工艺文件中 

有详细规定和说明。 

当图样或工艺文件没有注明制窝方法时，可根据蒙皮 

厚度和骨架厚度选择制窝方法。当蒙皮和骨架厚度都小于 

0．8mm时，可以采用蒙皮、骨架均压窝；当蒙皮厚度小于 

0．8mm，骨架厚度大于0．8mm时，蒙皮选用压窝，骨架则选 

用锪窝。这样看来，压窝对材料形式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即压窝只能在薄板产品上进行，而挤压成型的产品不能压 

窝。并且在产品上压窝前，均应在试验件上进行试压窝， 

试验件的材料、厚度、热处理状态、初孔孔径尺寸应与所 

要压窝的工件一致。压窝零件应该清洁，避免油膜、润滑 

脂、碎屑和其他杂质。 

2 压窝所需的工具和设备及其选用 

压窝工具和设备主要分为压窝机、压窝钳及压窝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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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使用的压窝器。压窝钳适用于直径在3mm以下的铆钉 

窝，且窝的边距比较小。手工使用的压窝器应用于数量较 

少的窝或无法用压铆机、压窝钳压窝的不开敞位置的窝。 

如在曲度较大的蒙皮或已安装的零件上压窝等。应尽可能 

地选用压铆机进行压窝，以确保窝孔质量。每种机型可根 

据工艺文件要求，选择符合本机型压窝要求的工具和设 

备。如z9采用的是手工使用的压窝器；Y12使用的自己设 

计的压窝机；M430型机采用的是芝加哥气动工具公司固定 

式自动压窝机——型号为CP450EA。固定式自动压窝机是 

被广泛使用的主要压窝用的设备。~HM430型机采用的型号 

为CP450EA固定式自动压窝机。它使用2T2409一D和2T1880 

加热器或相近的设备。 

3 压窝对导孔和试验件的要求 

3．1 压窝对导孔的要求 

凡冷冲窝件 ，在压窝前工件均应先钻初孔，压窝后 

再将孔扩至最后尺寸。其目的是消除压窝后孔边发生的 

裂纹。 

3_2 压窝对试验件的要求 

当进行大量的产品压窝后，或机器重新调整过，或材 

料状态和厚度改变时，必须进行试验件压窝试验。工件 

压窝前，必须使用标准试验件压窝 (试验件最小宽度： 

国内产品按XYS1201《普通铆接》里的规定；波音产品按 

BAC50496．15规定；法航产品按IFMANO1643．1．1规定 )， 

在试验件上至少压五个窝，经检验合格后，方能在产品上 

进行压窝。而M430要求试验件宽1英寸，长度至少能容下 

间隔大约为1英寸的lO个压窝。对于进行冷压窝的零件必须 

百分之百检查。每个压窝都要检查。不需要作试验件。另 

外，在装配件和机身结构中不能进行压窝检查的，需要像 

热压窝那样作试验件，进行压窝检查。 

4 热压窝法 

热压窝是通过压窝前对材料的局部瞬时加热，产生软 



化效应的压力成形过程。成形温度太底，软化效应不明 

显；成形温度太高，材料综合性能大幅度降低。铝合金、 

镁合金、钛合金零件冷压沉头钉窝时，常发生裂纹、边缘 

撕裂或窝孑L外形不正等情况。这会影响结构强度及表面光 

滑，为此，采取热压窝法。热压窝是在专用的热压窝机上 

进行的。对Imm以上厚度的零件要求压窝时，必须用热压 

窝法压窝。热压窝及可压板厚0．3—2ram的材料；窝孔直径 

为 2．6~ 5n助的沉头钉窝孔。 

4．1 热压窝材料变形温度和保持时间的选择 

热压窝主要是利用金属温塑成型原理，因此，热压窝 

基础试验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找出使材料机械强度和 

耐腐蚀性能损失最小的变形温度。试验结果表明：热压窝 

材料变形温度和保持时间的选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工具 

温度和材料保持时间，首先要保证材料不会发生退火和过 

烧；必须避免产生过时效后果；必须将材料晶界腐蚀倾向 

的增加减至最低限度。 

4．2 热压窝的工作原理 

热压窝是通过电气控制系统和气动工作系统共同配合 

工作完成压窝工作。即接通电源，在踩动脚踏开关的同 

时，微动开关接通电气控制系统。机床上冲杆先以气源压 

力供气向下运动，但上冲杆运动至上下压窝模具与压窝件 

快要接触时，通过定时继电器切换电磁阀，以调定的保持 

时间加热，待保持时间终了时，再次切换电磁阀，上冲头 

重新恢复以气源压力供气向下冲击，使窝最后成形，且迅 

速返回原位。 

热压窝机压窝成形速度约为1—3s；热压窝机使用的气 

源压力为4．5—5kg／cm2；电加热功率为350W；工作电压为 

36V安全电压。 

4．3 压窝操作程序 

接通气电源开关和电源开关。 

接通电阻加热器电源开关，调整加温旋钮，使加热器 

温度显示器的指针控制在工作文件固定的温度上。 

旋转调压器的调压手柄，按工艺文件要求确定所需的 

压力。 ， 

按工艺文件固定的加热时间调节计时器加温时间 (即 

预压紧定时时间)。 

调整下模高度，放人试件，但工作指示灯发出信号 

后，即可压窝；指示灯熄灭后，压窝工作结束。 

5 压窝的工艺过程和控制 

5．1 工艺过程 

(1)钻初孔。 (2)去除孑L边毛刺。 (3)阳模准销插 

入工件孔中。 (4)阳模、阴模压紧工件；在没有零件和试 

验件时，不要靠压窝成形力使上、下压窝模啮合在一起。 

(5)压窝；按工艺文件规定进行热压窝时，对于特定的材 

料和条件，按工艺文件规定了冲模和冲孔器温度、保压时 

间和静止压力等参数，或按设备操作说明书的规定进行。 

而冷压窝——按工艺文件规定进行冷压窝进，除了保压时 

间为零及冲孔器和冲模是冷的外，机器设定与热压窝规定 
一 致。压窝时，工件被压窝部位应与上、下压窝模轴心线 

保持垂直，压窝时工件不能产生摇摆不平。 (6)将初孔扩 

至铆钉孔最后尺寸。在压窝操作过程中，按工艺文件许可 

才可进行重复压窝和同步压窝。重复压窝是为了深压窝和 

获得清晰的压窝轮廓是允许重复压窝，而大直径压窝和反 

面压窝不允许重复压窝。当进行同步压窝 (每次压窝超过 
一 层板 )时必须是压窝设备被冶金实验室认可或者在图纸 

注明时，才能进行超过两层板的同步压窝。 

5．2 压窝表面涂层限制 ． 

铝合金——表面未经处理的铝合金或铬酸阳极化可以 

压窝。镀锌层和聚酰胺底漆同样是允许的。 

镁合金——镁合金只允许铬酸表面处理 (Pow7)的才 

能压窝，未经任何处理的表面不允许压窝。 

钛合金——钛合金直接压窝。未经任何处理的表面不 

允许压窝。 

所有的材料——热压窝不允许材料表面有任何涂层： 

临时的可去防护涂层；珐琅，漆，环氧树脂 (聚酰胺环氧 

基树脂底漆例外)；铝涂料；镀镉或镀锌。 

5．3 过程控制 

5．3．1 压窝机器校正。压力表，测量仪表，压力时间 

指示器和温度指示器都要按文件要求定期校验 

5．3．2 压窝控制记录。每个压窝机器都要有压窝控制 

记录。记录内容包括零件号、零件数量、材料状态和厚 

度、压窝日期、操作者、检验员、零件的处理。不同的材 

料使用不同的压窝设备，每种压窝机器上对材料状态、材 

料厚度和紧固件都有标记。 

5．4 检验与质量控制 

零件正式压窝之前或改变工艺参数之后，都必须采用 

与产品零件具有相同材料和导孔尺寸的模拟样件，也称为 

试验件，进行窝的各项质量检验。试验件应按限定的最小 

宽度制备；试验件热压窝过程必须进行工序检查、无损检 

查、套合安装检查及铝合金试验件的弯曲破坏检验。 

工序检查的要点在于防止产生用目视检查和非破坏性 

检查不易发现的材料过热现象。 

试验件和零件的热压窝后，均要用目视和4～10倍放 

大镜仔细检查是否存在细小裂纹 ，如有裂纹存在，应当 

拒收。 

铝合金试验件的弯曲检验是产品压窝质量的间接破坏 

检验手段。一旦试验件经弯曲破坏检验合格，必须在不改 

变任何压窝参数的条件下进行产品压窝。只有试验件压窝 

合格后，才允许进行产品压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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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压窝质量验收标准 

铝合金试验件的弯曲破坏检验，可以用双手直接弯至 

l8O度，也可以将试验件一端用虎钳固定后弯曲。弯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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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组织设计对公路项目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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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冲天路桥有限公司；2．北京中交京纬公路造价技术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15) 

摘要：文章首先介绍了公路工程的自身特点及难点，然后针对施工组织设计中对公路项目成本存在直接影响 

的几部分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提出了降低公路工程项目成本的具体措施，为我国公路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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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对公路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公路工程的 

工程量较大，成本较高，因此如何降低公路工程的项目成 

本是一个新的问题，摆在道路工作者面前。在公路工程中 

其项目成本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因此做好施工组织设计 

工作可以有效降低公路工程的项目成本。 

1 公路工程特点 

公路工程作为连接城市、城乡、乡村之间的重要及基 

础设施，具有其自身的施工特点，在进行公路工程成本控 

制和施工组织设计时要做到因地制宜、合理统筹。 

1．1 工程投资大、施工周期长 

公路工程的里程较长，规模相对较大，因此其工程投 

资也相对较大，施工周期较长，这就为公路工程的施工组织 

设计工作以及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1．2 公路工程的唯一性 

由于公路工程的工程量较大、投资较高，因此在一定 

区域内每条公路都具有其唯一性，不能像其他工程一样进 

行工厂式的重复性生产。公路工程建成后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不会在同一路线新建另外的公路工程，因此在公路工程 

施工组织及成本控制中要合理利用资源，保证其合理性和 

中，应使最大弯距作用与孔中心位置。不论用何种方法， 

均须以窝的下表面作为弯曲外侧。 

试验表明，正常压窝后的试验件，虽然窝区刚度有加 

强，由于孔周应力集中，试验件弯断的危险断面仍将处于 

窝中心线处。如果窝缘或底孔其他方向应力超过材料断裂 

强度，先于试验件危险断面断开，则认为压窝不合格；如 

果试验件沿孔中心线附近断裂，无其他位置的径向和周向 

开裂，则认为压窝合格。压窝质量验收标准如图1所示。 

实践表明，铝合金试验件的弯曲破坏检验，用于在生 

产过程中判断压窝强度简单易行，也是必要的。但铝合金 

以外的其他材料不需要进行弯曲破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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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 

1．3 影响因素相对较多 

由于公路工程大部分是在野外作业，而且其工程规模 

相对较大，涉及区域相对较广，因此在工程项目中要面对 

的不可控因素也相对较多，包括自然条件、气候水文、环 

境因素、社会因索等，这些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路 

工程的施工组织及成本控制产生影响。 

1．4 设备及人力资源投入较大 

由于公路工程的工程规模较大，工作量相对较多，因 

此其工程材料、机械设备以及人力资源的需求量也相对较 

大，各部分资源的投入与安排需要一个良好的施工组织方 

案。同时，只有做好资源分配工作才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 

工程成本。 

2 施工组织设计内容对公路工程项目成本的影响 

公路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工作与公路工程的项目成本 

之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关系，施工组织设计和编制中对公路 

工程项目成本影响最大的三个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工 

费、材料费以及施工器械。 

2．1 人工费对公路项目成本的影响 

通常在公路工程中，人工费占整个工程投资总数的十 

6 结语 

哈飞对于在M430型机的压窝技术属于成熟技术，对于 

工具、工艺方法、工艺参数、工艺过程、检查方法，都是 

按贝尔工艺文件要求进行工作的，并且很好地生产出了合 

格的产品；对于Z9、Y12以及Z15所采取的压窝方法，在压 

窝方法的设备要求和工艺参数、工艺过程控制等很多方面 

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应该学习国外的先进的工艺方法， 

这对提高我国飞机装配工艺的常规工艺水平有重要的推广 

应用价值。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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