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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nha 原装模具

使用 Piranha 原装水虎鱼模具和备件获得 Piranha 水虎鱼
模具的最大收益。所有的模具皆提供英制和公制规格。

欢迎您现在就下订单。请来电 1-800-435-2823。

为了使您的订单得到最快的处理，请提供您的 Piranha 
机台型号，材料厚度和孔的尺寸。

可使用 Visa 卡，万事达卡或美国运通卡等方便的付
款方式。

政策和条款

条款—所有价格皆为工厂离岸净价格。最低的订单金额为
美金 $50。货到 30 天内付款。

退货—在退货之前必须取得模具服务部门的同意，电话
为 1-800-435-2823。取得退货同意的模具商品必须以预付
运费的方式退回给我们。如果模具损坏或已经使用过，将
不得退货。

特别条款—非标准冲头和模具不允许取消订单和退货。

Piranha 标准冲头和模具

尺寸和规格

28XX 冲头

用于 XP-3 之标准品 用于 XP-6 之标准品

Piranha 工具学校小秘诀
附件提供可选用的冲头尺寸
(见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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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录中所有的冲头可制成任何形状。下面显示的是几种最常用的
形状。请将您的需求透过电话或传真或以电子邮件寄至 

info@piranhatooling.com 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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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用户有责任设置和使用机械和模具。在金属冲压过程中可能

产生极高压力。务必始终使用合格防护用品和护目镜。
应就机床的设置和操作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并应加强安全程序。 

余隙表
对于 A-36 钢板和低碳钢钢板：

Piranha 圆形模具 Piranha 方形模具

Piranha 六角形模具 Piranha 椭圆形模具

 材料厚度 余隙

 16 ga. 至 3.97 0.40

 4.76 至 7.94 0.79

 8.73 至 12.70 1.59

 13.49 至 19.05 2.38

请注意：

有现货的椭圆形冲头的头部没有 V 型槽。可根据要求提供 

V 型槽。

现货椭圆形模具的头部没有定位销，但可根据要求提供。

请注意：

六边形冲头和模具的尺寸为平边到平边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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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nha 偏心模具

斜角锯齿形模具
可根据要求提供斜角
锯齿形模具。
请指定模具样式、
形状、形状倾斜的方向
和尺寸。 与斜角

垂直
与斜角
垂直

偏心模具

偏心模具的壁厚至少为 6.35mm。

如果需要哨形凹槽，请指定其位置。备有现货的
模具没有哨形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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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nha 28XX 系列模具

尺寸和规格

适用于 Piranha 水虎鱼机床超大附件用的 28XX 系列圆形和异形冲头和模具。

28XX 冲头直径最大可达 127mm。 

所有直径（或等效尺寸形状）为 
36.91mm 的圆形冲头具有平端面，
冲压面上具有中心点。较大型的冲头，
标准配有 3.18mm 的锥形剪切刀刃和中
心点。单侧尺寸在 25.00mm 和 50.80mm 
之间的方形冲头标准配有 3.18mm 双凹
剪切刀刃。根据客户要求可提供其它类
型的剪切刀刃。

在订货时请指定超大附件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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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和定位销位置
所有形状的 28XX 系列冲头和模具都具有可在 0°和 90°进行定位的定位销。对于标准
形状的模具，定位销位置如图所示。其它定位销位置可在订购时指定，需要支付额外费
用。透过下面所示的三个步骤，可以确定定制的定位销位置的正确度数。

标准形状模具的定位销位置

标准形状模具-在机床上的定向

确定定制的定位销位置

模具顶部视图

模具顶部视图

模具顶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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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所需的吨数
1. 确定冲头尺寸的周长 (P)，单位为 mm。（请参见第 9 页的

范例）。

2. 确定要冲压的材料的厚度 (t)。

3. 确定材料的抗剪强度。抗剪强度 (S) 近似于 0.85* 抗拉强度。

4. 计算冲压力度（F）：F=P*t*S

注意：当冲头具有剪切刀刃时，冲压

所需的力度会降低。直径在 37 mm 至 

127 mm 之间的 28XX 系列冲头具有剪

切刀刃。若要决定剪切对冲压力度的

影响，请将所算出的冲压力度乘以右表

中的数值。

 厚度 剪切因子
                           （3mm 剪切刀刃）

 3.4 .55

 5 .64

 6 .74

  8 .84

 10 .95

 10 以上 1.00

在低碳钢上冲压所需之力（kN）（抗拉强度 = 412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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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标准形状的周长的公式

您可以自己计算需要的
吨数或致电 Piranha 
客户服务代表。

Piranha 超大附件
请注意：标准 28XX 系列冲头座的最大冲压能力是 455 kN。如果冲压超过 455 kN，必须使用重负荷冲
头。28XX 系列冲头附件没有配备卸料套。请联系 Piranha 的工程部门询问重负荷冲头的零件编号。

XP-3/XP-6 28XX
超大的重负荷退料器

28XX 95.25mm

模座

28XX 146.05mm

模座

Piranha XP-3 38.10mm

超大附件

注意：需使用活动扳手。
XP-3 之最大冲压直径为 76.20mm。
XP-6 之最大冲压直径为 127.00mm。 最大冲压直径为 38.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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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nha 零件

 型号  

 聚氨酯卸料套 • •
 冲压杆 • •
 模座 • •
 连接螺母 • •
 滤芯 • •

X
P
-3

X
P
-6

Piranha 冲压杆、连接螺母和其他零件

下表列出了我们备有库存的 Piranha 冲压杆、连接螺母、模座和滤芯。在订
购替换零件时，请提供相应的型号和序号。如果所需的零件没有列出，请提
供零件的编号、草图或图面。

聚氨酯卸料套

XP-6 连接螺母

过滤芯
连接螺母

超大附件

XP-3 连接螺母

XP-3 模座 XP-6 模座

冲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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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nha 剪切刀片、角形刀片
与罩子

Piranha 刀片

X
P
-3

X
P
-6

剪切刀片

（所需数目为 2）

提供长和短两种类型

上部角形刀片

下部罩侧面

（所需数目为 2）

上部罩

下部罩-前面

下部
角形刀片

（所需数目为 2）

下表列出了我们备有现货的 Piranha 剪切刀片、角形刀片和罩。在订购刀片备件时，请提供相
应的型号和序号。如果所需刀片零件没有列出，请提供部件的编号、草图或图面。

 型号  

 短剪切刀片（所需数目为 2） • •
 长剪切刀片（所需数目为 2） 不适用 •
 上部角形 • •
 下部角形（所需数目为 2） • •
 上部罩 • •
 下部罩-前面 • •
 下部罩-侧面（所需数目为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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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nha 的特殊模具

扩展您的金属加工能力

使用 Piranha 的专用模具，可使您获得更大的生产能力。我们的设计工程部门 对您机床制造特殊零件的能力
有透彻的了解。我们可帮您提供模具使其精确的配合您的 Piranha 机床并使您的机床发挥最大的能力。 

横切冲头和横倾冲头

圆角冲头和模具

在订购时，请提供如表中所示之形状、材料厚度和尺寸。导头应比材料厚度大 3.18mm 
至 6.35mm。

在订购时，请提供圆角半径和材料厚度。

最小半径是 3.18mm。最大材料厚度是 9.53mm。

修边和分离加工可在现有扁杆上加工出末端半径。在订购时，请提供半径、
材料厚度和宽度。

最大材料厚度是 9.53mm。

修边和分离(格条)冲头和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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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nha 的特殊模具

开发您的金属加工能力

用于将扁钢折弯为锐角的折弯附件。

槽钢冲压铁皮条折弯

管件折弯 可变 “U” 形托架折弯附件。使用相同
的底座，能折弯不同的 “U” 形。

用于实心棒材的可调节折弯附件。用于锚栓
的无磨痕折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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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法花纹钢板冲压和成型加工

Piranha 的特殊模具

扩展您的金属加工能力

定制的剪切刀片 管件冲压铝挤出流道凸缘冲压

多孔冲头。每次冲压的力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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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nha 的特殊模具

扩展您的金属加工能力

尖桩篱栅模具

槽钢冲压 双三角凹槽管道压平刀

多孔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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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模具可增加
您的 Piranha 机床的用途

快速设置测量工作台 
 • 包括能进行平面和角度测量的导杆。

 • 由 19.05mm 1050 圆钢制成的镀铬导杆，经感应淬火为 RC 
63-65。

 • 测量工作台安装于机床的压板工作台之上，无需取下冲压附件
或模块。

 • 工作台和两个导条都有量尺。

 • 工作台刻有刻度。

 • 所有型号的工作台上都有两个左挡块，斜导杆上有六个挡块（
三个在左侧，三个在右侧）。

 • 工作台可向左侧和右侧延长 1.52和 3.05米。

     板材导杆
型号 A B C D # 翻转挡块

XP-3 60.96 15.24 30.48 15.24 3
XP-6 91.44 25.40 45.72 22.86 4

* 电镀导杆挡块的数量参见说明书。可额外订购挡块。

活动后挡规 
 • 用螺丝固定，而无需对机床进行改

动。

 • 可方便接触被剪切的材料。

 • 后挡规的材料挡块的长度可随意
调节。

 • 后挡规托架利用挤压套管进行强制锁止，不损坏规杆。

 • 直径为 50.80mm 的镀铬实心规杆允许对尺度方便的进行调节，提
供了刚性和抗腐蚀性。 

 • 可容纳角形、板形和圆形棒料剪床部分。

电动后挡规
 • 包括所有活动后挡规的特点。

 • 可随新机床一同购买或作为现有机床现场安装的可选配件购买。*

 • 利用现有限位开关对行程进行控制。

 • 专用电源开关和运行指示灯规范。

规格

 • 活动后挡规适用于所有 Piranha 铁工机床型号。

 • 电动后挡规适用的型号包括 XP-3 和 XP-6

 • 后挡规长度包括 0.91、1.83、2.74 和 3.66米。

 • 2.74 和 3.66 米长的后挡规包括支脚。A - 最小 38.10
B - 最小 12.70

从材料的任何 
一端

平导杆

角形导杆

* 现场安装需要对电气元件进行微小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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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XX 系列冲压附件
 • 安装于标准冲头座和模块上。

 • 冲头座可容纳所有标准 28XX 系列冲头。尺寸受到机
床功能的限制。

规格

可提供四种模块

 模具 最大
 外部 冲压
 直径 直径

 69.85 50.80
 95.25 76.20*
 120.65 101.60*
 146.05 127.00*

槽钢冲压模块 
 • 每个型号使用标准的冲头座和卸料器。

 • 槽钢模块安装于标准模块的位置上。

规格

 • 槽钢模块使用 JB 模具。

 • 模具与槽钢模块的前部齐平。

 • 标准槽钢模块是设计用于在 76.20mm 至 152.40mm 的标准重量
槽钢的腿部冲压成孔。

 • 所有型号的冲压能力为 50 吨。

 • 标准槽钢模块是设计用于在 101.60mm 至 152.40mm 的标准重量
槽钢的腹板上冲压成孔。

注意：这些附件未配备卸料器。 

标准的 28XX 系列模具用于 50 吨或更低重量的应用。对于高于 50 吨的应用，要求使用重负荷
冲头。更多信息请与厂家联系。

* 可通过转接环使用外径更小
的模具。

注意：机床的行程控制必须使用此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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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模具可增加
您的 Piranha 机床的用途

注意：启动此附件要求有撞针（安装于标准冲头附件之上）。如需任何其它特殊开槽应

用，请联系厂家。

38.10mm 特大冲头附件
 • 安装于标准冲头座和模块

的位置上。

 • 与标准冲头附件使用同样
的脱料动作。

规格

 • 使用 EF 冲头和 JF 模
具。

 • 在机床的能力范围内，
允许冲压最大 39.69mm 
的孔。

管道／导管开槽附件
 • 可方便安装在压板上。

 • 弹簧复位。

 • 标准模座可容纳多种尺寸的模具。

 • 非常适合扶栏的制造。

规格

 • 管道：壁厚为 40 的管道，开槽直径从 19.05mm 至 
50.80mm。 

 • 对于更大的尺寸、导管和其它管道，请联系厂家以获得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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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弯机模具座 
 • 适用型号包括 XP-3 和 XP-6。

 • 冲头座可接受宽度为 12.70mm 和高度
为 15.88mm 的柄脚。 

辊式送料工作台
 • 辊式送料工作台可容纳机床的棒状、

板状和角形剪切界面，使得进料快速和
轻松。

 • 辊式送料工作台每 1.52 米一种规格，
可根据不同的地板高度和机床类型进行
调整。

 • 可用螺栓连接，组成更长的工作台。

请注意，为了获得更大的工作空间，可将辊式送料工作台固
定在远离机床的位置上。

注意：机床的行程控制必须使用此配件。

注意：模具单独销售。

槽钢剪切
 • 槽钢剪切位于工作台上并与标准冲头座

位置上的鸠尾导轨接触。

 • 槽钢剪切是对标准重量的槽钢进行断面
剪切，在切割过程中去除 12.70mm 的渣
料。对于每种型号、每次切割后都必须
去除渣料。

 • 可通过使用带有定位销的挡块和调节
轮，实现对槽钢尺寸的调节。材料用可
快速释放的锁定把手固定。



水虎鱼冲头润滑油
        水虎鱼冲头润滑油是用于金属折弯，造型和冲压的极压重负荷润
滑油。它可通过降低冲压和脱模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有效防止刮伤和擦
伤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