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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船用低速柴油机连杆深孔的打磨方法

及专用珩磨装置，包括：一，使用长柄平面磨头打

磨深孔圆角处的接刀痕；二，使用平面磨头打磨

较深的振刀印、接刀痕以及深孔孔口附近的螺旋

线；三，使用专用珩磨装置将孔壁整体打磨光滑；

专用珩磨装置包括珩磨头、万向快换转接头和气

动马达，安装在加长杆上，通过弹性结构撑紧深

孔的孔壁，利用气砂轮机带动旋转，用减速装置

调节转速，实现均匀高效的深孔打磨；四，使用砂

皮抛头打磨深孔内的毛刺和浅痕；五，使用钢丝

刷去除孔壁的垃圾和毛刺；六，清洁孔壁；七，返

修打磨直至通过质检。本发明打磨效果均匀统

一，操作简单，省时省力，并改善了连杆深孔的整

体打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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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船用低速柴油机连杆深孔的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打磨方法包括如下具

体步骤：

步骤一，使用长柄平面磨头打磨深孔圆角处的接刀痕

将长柄平面磨头的柄部朝内，从小端孔口塞入深孔，直至所述柄部从大端孔口伸出，利

用气砂轮机连接所述长柄平面磨头打磨深孔圆角处的接刀痕，同时将深孔孔底的振纹打磨

光滑；

步骤二，使用平面磨头打磨较深的振刀印、接刀痕以及深孔孔口附近的螺旋线

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和平面磨头，打磨整个深孔内的振刀印、接刀痕、螺旋线、直

线拉伤印和烧伤痕，将高出孔壁部分磨至与孔壁平整，将低凹部分打磨至与孔壁光滑过渡；

步骤三，使用专用珩磨装置将孔壁整体打磨光滑

打磨过程分粗磨和精磨两个阶段，将孔壁整体打磨光滑，使深孔内壁纹路均匀；

步骤四，使用砂皮抛头打磨深孔内的毛刺和浅痕

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和砂皮抛头，将深孔内的毛刺和浅痕抛磨光滑；

步骤五，使用钢丝刷去除孔壁的垃圾和毛刺

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和钢丝刷，将粘在深孔孔壁上的垃圾、毛刺和磨头上脱落的

砂砾打磨干净；

步骤六，清洁孔壁

使用回丝布包裹在长钢棒上，将整个深孔孔壁擦拭干净；

步骤七，返修打磨直至通过质检

若在后续质量检验时发现有垃圾或是孔内锈蚀，则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夹头和

砂纸，将整个深孔孔壁抛光，并按步骤六，用回丝布将整个深孔孔壁擦拭干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低速柴油机连杆深孔的打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

骤三中，所述专用珩磨装置安装在所述加长杆上，利用气砂轮机带动旋转，用减速装置根据

打磨要求调节转速，该专用珩磨装置通过弹性结构撑紧所述深孔的孔壁，通过撑紧的力度

及所述专用珩磨装置的转动来实现均匀高效的深孔打磨。

3.一种用于权利要求1所述打磨方法的船用低速柴油机连杆深孔的专用珩磨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专用珩磨装置包括珩磨头、万向快换转接头和气动马达，所述珩磨头通过所

述万向快换转接头连接在所述气动马达上，该气动马达带动所述珩磨头旋转；所述专用珩

磨装置通过弹性结构撑紧所述深孔的孔壁，并通过减速装置调节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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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低速柴油机连杆深孔的打磨方法及专用珩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船用低速柴油机制造的工艺装置，特别涉及一种船用低速柴油机连杆

深孔的打磨方法及专用珩磨装置，属于机械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船用柴油机的连杆本体的中心都设有一个贯穿连杆本体并且连接曲柄销轴承孔

与十字头销轴承孔的小直径中心孔D，是两端轴承孔内轴瓦转动润滑油的重要通路，见图1，

该中心孔D的孔径在Φ35～60之间，孔的深度超过2米。该中心孔D由于加工难度高，在加工

完成后，需要钳工进行打磨，去除孔内在加工过程中留下的加工螺旋纹路、中间部位振纹、

孔壁拉线以及孔底圆角振纹等，以最终保证孔的粗糙度及清洁等问题。传统的连杆深孔打

磨都是采用加长气砂轮机、加长杆及平面磨头的方法打磨深孔，其存在的问题是：平面磨头

的直径通常比孔径小，在打磨的过程中，由于气砂轮机输出的转速高，扭矩大，操作人员控

制磨头的方向不方便；其次因为磨头与孔壁是局部接触，打磨的深度很难控制，导致打磨纹

路很不均匀；此外因为深孔的孔底为圆角结构，圆角处的振纹很难打磨。打磨后通过电子内

窥镜观察孔内打磨的效果较差，产品质量难以保证，且影响工件的验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船用低速柴油机

连杆深孔的打磨方法及专用珩磨装置，该装置能够撑紧深孔的孔壁，实现深孔孔壁均匀的

打磨，并且将孔底圆角的振纹打磨光滑。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船用低速柴油机连杆深孔的打磨方法，包括如下具体步骤：

[0006] 步骤一，使用长柄平面磨头打磨深孔圆角处的接刀痕

[0007] 将长柄平面磨头的柄部朝内，从小端孔口塞入深孔，直至所述柄部从大端孔口伸

出，利用气砂轮机连接所述长柄平面磨头打磨深孔圆角处的接刀痕，同时将深孔孔底的振

纹打磨光滑；

[0008] 步骤二，使用平面磨头打磨较深的振刀印、接刀痕以及深孔孔口附近的螺旋线

[0009] 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和平面磨头，打磨整个深孔内的振刀印、接刀痕、螺旋

线、直线拉伤印和烧伤痕，将高出孔壁部分磨至与孔壁平整，将低凹部分打磨至与孔壁光滑

过渡；

[0010] 步骤三，使用专用珩磨装置将孔壁整体打磨光滑

[0011] 打磨过程分粗磨和精磨两个阶段，将孔壁整体打磨光滑，使深孔内壁纹路均匀；

[0012] 步骤四，使用砂皮抛头打磨深孔内的毛刺和浅痕

[0013] 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和砂皮抛头，将深孔内的毛刺和浅痕抛磨光滑；

[0014] 步骤五，使用钢丝刷去除孔壁的垃圾和毛刺

[0015] 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和钢丝刷，将粘在深孔孔壁上的垃圾、毛刺和磨头上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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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砂砾打磨干净；

[0016] 步骤六，清洁孔壁

[0017] 使用回丝布包裹在长钢棒上，将整个深孔孔壁擦拭干净；

[0018] 步骤七，返修打磨直至通过质检

[0019] 若在后续质量检验时发现有垃圾或是孔内锈蚀，则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夹

头和砂纸，将整个深孔孔壁抛光，并按步骤六，用回丝布将整个内孔孔壁擦拭干净。

[0020] 作为进一步改进，在所述步骤三中，所述专用珩磨装置安装在所述加长杆上，利用

气砂轮机带动旋转，用减速装置根据打磨要求调节转速，该专用珩磨装置通过弹性结构撑

紧所述深孔的孔壁，通过撑紧的力度及所述专用珩磨装置的转动来实现均匀高效的深孔打

磨。

[0021] 本发明的另一技术方案如下：

[0022] 一种用于上述打磨方法的船用低速柴油机连杆深孔的专用珩磨装置，其包括珩磨

头、万向快换转接头和气动马达，所述珩磨头通过所述万向快换转接头连接在所述气动马

达上，该气动马达带动所述珩磨头旋转；所述专用珩磨装置通过弹性结构撑紧所述深孔的

孔壁，并通过减速装置调节转速。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是：

[0024] 采用本发明所述打磨方法及专用珩磨装置能够去除深孔内壁上的切削螺旋纹、振

纹、孔壁拉线、孔底圆角振纹的加工痕迹，达到了打磨效果均匀统一、操作简单、省时省力和

改善连杆深孔整体打磨质量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船用低速柴油机上带有深孔的连杆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0027] 图3是专用珩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D—中心孔，1—珩磨头，2—万向快换转接头，3—气动马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详细的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

下述的实施例。凡依据本说明书的内容所做的等效变化及修改，都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

技术范围。

[0030] 本发明所述打磨方法用于船用低速柴油机连杆深孔的打磨，其操作方法分为七个

步骤；

[0031] 步骤一：使用自制长柄平面磨头从连杆大端打磨深孔D圆角处接刀痕。

[0032] 将长柄平面磨头柄部朝内，从小端孔口塞入深孔D，直至柄部从大端油槽伸出，利

用气砂轮机从大端油槽与深孔D接通位置打磨圆角与直孔交接位置的接刀印，并将深孔D孔

底的振纹打磨光滑。

[0033] 步骤二：使用平面磨头打磨较深的振刀印和接刀痕，以及深孔D孔口附近的螺旋

线。

[0034] 在深孔打磨专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并装上平面磨头，打磨整个深孔D的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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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螺旋线、直线拉伤印、烧伤痕等，将高出孔壁部分打磨至与孔壁平整，低凹部分打磨至与

孔壁光滑过渡。

[0035] 步骤三：使用专用珩磨装置，分粗磨和精磨，将孔壁整体打磨光滑，使整个内孔纹

路均匀，打磨时间视孔壁粗糙度情况而定。

[0036] 请参阅图3，所述包括珩磨头1、万向快换转接头2和气动马达3。所述珩磨头1通过

所述万向快换转接头2连接在所述气动马达3上，该气动马达3带动所述珩磨头1旋转；所述

专用珩磨装置通过弹性结构撑紧所述深孔D的孔壁，并通过减速装置调节转速。

[0037] 所述专用珩磨装置安装在所述加长杆上，利用气砂轮机带动旋转，用减速装置根

据打磨要求调节转速，该专用珩磨装置通过弹性结构撑紧所述深孔D的孔壁，通过撑紧的力

度及所述专用珩磨装置的转动来实现均匀高效的深孔打磨。

[0038] 步骤四：使用砂皮抛头打磨深孔D内毛刺、浅痕。

[0039] 在深孔打磨专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并装上砂皮抛头，将深孔D内的毛刺、浅痕

抛磨光滑。

[0040] 步骤五：使用钢丝刷去除孔壁的垃圾、毛刺。

[0041] 在深孔打磨专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并装上钢丝刷，将粘在孔壁上的垃圾、毛

刺、磨头上脱落的砂砾等打磨掉。

[0042] 步骤六：清洁孔壁。

[0043] 使用回丝布包裹在长钢棒上，将整个孔壁擦拭干净。

[0044] 步骤七：上述步骤全部完成后，若在后续质保检验时发现有垃圾或是孔内锈蚀问

题的，则在深孔打磨专用加长杆上安装气砂轮机并装上夹头和砂纸，将整个深孔D孔壁抛

光，并按步骤六，用回丝布将整个内孔擦拭干净。

[0045] 使用所述专用珩磨装置和打磨方法后，能去除孔内切削螺旋纹，振纹，孔壁拉线，

孔底圆角振纹的加工遗留问题，打磨效果均匀统一，操作人员操作简单，省时省力，并改善

了连杆深孔的整体打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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