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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

复合轧制成形方法，S1.环坯设计-根据形状相似

原则和稳定接触关系设计环坯形状，根据体积不

变原则和轴向体积分配特点设计环坯尺寸；S2.

轧辊设计-由驱动辊、芯辊和副轧辊构成轧制孔

型，根据锻件和环坯尺寸，确定驱动辊、芯辊、副

轧辊工作面形状尺寸，通过主轧辊和副轧辊外凸

缘限制环件轴向窜动；S3.轧制成形-通过三辊横

轧、环件扩孔、三辊横轧三阶段成形方式复合，调

控各阶段进给速度，实现环件直径扩大和截面轮

廓成形。本发明有效提高材料利用率、生产效率、

延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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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S1.环坯设

计-根据形状相似原则和稳定接触关系设计环坯形状，根据体积不变原则和轴向体积分配

特点设计环坯尺寸；S2.轧辊设计-由驱动辊、芯辊和副轧辊构成轧制孔型，根据锻件和环坯

尺寸，确定驱动辊、芯辊、副轧辊工作面形状尺寸，通过主轧辊和副轧辊外凸缘限制环件轴

向窜动；S3.轧制成形-通过三辊横轧、环件扩孔、三辊横轧三阶段成形方式复合，调控各阶

段进给速度，实现环件直径扩大和截面轮廓成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1中，根据形状相似原则和稳定接触关系设计环坯形状-内圈环件为非对称斜槽和上下两

个不对称台阶，且设有环件圆柱形内孔，考虑到轧制过程的稳定性，根据形状相似原则，设

计环坯的外轮廓为锥角与环件相等的圆台面和带有下台阶的圆柱面，内轮廓与环件内轮廓

都是直壁，环坯和模具装配时为线接触以保证轧制过程的稳定性、防止轴向窜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体

积不变原则和轴向体积分配特点设计环坯尺寸，

环坯内圆柱面半径 其中K为轧制比，r为环件内圆柱面半径；

取环坯总高度B0＝B，环坯大端外圆柱面高度B20＝B2，环坯圆台面锥角θ0＝θ；其中，B为

环件总高度，B2为环件大端台阶高度，θ为环件中间外锥面锥角；

为保证凹槽处台阶充型完整，需要保证环坯轴向体积分配接近锻件，以环件上台阶与

凹槽相交面分界面，将环件沿轴向分为上下两部分；分界面以上为小圆柱面，分界面以下为

圆台面和大圆柱面，环坯与锻件取同一处分界面，其分界面以上为小圆台面，分界面以下为

大圆台面和圆柱面；环坯以分界面为界沿轴向上下体积与锻件对应部分相等确定环坯小端

圆台面小端外半径R10，再由环坯与锻件体积相等确定环坯大端圆柱面外半径R20；

环件小端圆柱体积 其中R1为环件小端台阶外半径，B1为

环件小端台阶高度；

环坯分界面以上小圆台体体 其中B10为环坯小端

外圆柱面高度；

由在分界面以上环坯与环件体积相等，即V10＝V1，求出环坯小端圆台面小端外半径R10；

圆台与下台阶相交处圆台外半径R′10：R′10＝R10+(B-B2)tanθ0；

环件体积V：

其中H1为环件小端台阶凹槽深，H2为环件大端台阶凹槽

深，R2为环件大端台阶外半径：R2＝(R1-H1+H2)+(B-B1-B2)tanθ；

环坯体积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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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环坯加热氧化烧损，即V0＝(1+ω)V，由此确定环坯大端圆柱面外半径R20，其中

ω为烧损系数。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K取值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ω取值

5‰。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1中，环坯由下料后的棒料加热、墩粗、挤压、冲孔获得，棒料材料为Gcr15。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2中，

轧制孔型设计成半闭式孔型，横轧阶段轧制孔型由驱动辊、芯辊和副轧辊工作面组成，

扩孔阶段轧制孔型由驱动辊和芯辊工作面组成；驱动辊和副轧辊均设计为工字型结构，工

作面形状与内圈环件的外表面形状一致，副轧辊凸缘长度较大，以限制环件轴向窜动进行

控稳，副轧辊上下两端的凸缘较长，与驱动辊配合分别对环坯的两端面进行轴向约束，以达

到防止环坯上下窜动、控制环坯稳定的效果。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

驱动辊凸台面锥角θd＝θ，驱动辊大端凸台深Hd1＝H1，驱动辊小端凸台深Hd2＝H2，驱动辊

高度Bd＝B+(10～40)mm，驱动辊大端型腔高度Bdx1＝B1，驱动辊小端型腔高度Bdx2＝B2，凸缘

高度Bdu＝Bd1＝(0.1～0.3)B，工作半径Rd2＝Rd1-(B-B1-B2)tanθ，驱动辊大端凸缘长度Ldu＝

R1-r-(2～5)mm，驱动辊小端凸缘长度Ld1＝Ldu+R1-r，上凸缘脱模斜度 下凸

缘脱模斜度αd2＝3°～6°；

芯辊工作面高度Bm＝B+(20～80)mm，芯辊工作面半径Rm＝r0-(3～5)mm；

副轧辊凸台面锥角θc＝θ，副轧辊大端凸台深Hc1＝H1，副轧辊小端凸台深Hc2＝H2，副轧辊

高度Bc＝B，副轧辊大端型腔高度Bcx1＝B10，副轧辊小端辊型腔高度Bcx2＝B20，副轧辊大端工

作面半径Rc1＝(0.3～0.7)Rd1，副轧辊大端凸缘长度Lcu＝(1.5～3)Ldu，副轧辊小端凸缘长度

Lc1＝Lcu+R2-R1，副轧辊两端凸缘高度Bcu＝Bc1＝(0.1～0.3)B；

其中，θ为环件中间外锥面锥角；r为环件内圆柱面半径，Rd1为驱动辊大端凸台外径；R1

为环件小端台阶外半径，B为环件总高度，B1为环件小端台阶高度，B2为环件大端台阶高度，

B10为环坯小端外圆柱面高度，B20为环坯大端外圆柱面高度，H1为环件小端台阶凹槽深，H2为

环件大端台阶凹槽深。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3中，

在轧制设备上安装好轧制孔型，将环坯放入驱动辊与芯辊之间，将副轧辊紧贴环坯置

于驱动辊对侧，使其与环件中心连线的夹角设计为 驱动辊在此阶段慢速进

给，使环坯咬入轧制孔型，并在未锻透情况下产生局部变形，进行三辊横轧，此阶段金属主

要沿径向流动填充轧辊型腔而成形斜槽，进行台阶的预成型；当环坯表面轮廓基本充满轧

辊型腔后，一侧副轧辊快速退到指定位置充当信号辊作用，而另一侧副轧辊固定不动充当

导向辊的作用，主轧辊继续做旋转进给运动进行扩孔阶段的轧制，环件在主轧辊与芯辊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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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轧制孔型中进行扩孔变形，这一阶段由于上、下台阶在扩孔阶段的少量消失，当环件外

壁长大到与充当信号辊的副轧辊接触时并不结束轧制，而是进行极小量的进给进行整形轧

制，直至台充满孔型，整个轧制过程结束。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

驱动辊进给速度按如下控制：

横轧阶段中速进给，扩孔阶段高速进给，精整阶段低速进给：

总进给量ΔH为毛坯的壁厚减少量，三辊横轧阶段进给量为ΔH1，扩孔阶段进给量为ΔH2，整

形阶段进给量为ΔH3；三辊横轧阶段进给时间 扩孔阶段进给时间 精整阶

段进给时间 三辊横轧阶段进给速度V1＝0.4Vmax，扩孔阶段进给速度阶段V2＝0.8Vmax，

精整阶段进给速度V3＝0.1Vmax，其中

其中nd＝n/η，为驱动辊转速，n为设备电机转速，η为设备减速机传动比；β为摩擦角，r0

为环坯内圆柱面半径，R10为环坯小端圆台面小端外半径，Rm为芯辊工作面半径，Rd1为驱动辊

大端凸台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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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轴承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

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圆锥滚子轴承是由滚动体、套圈、保持架组成，在拉、压、剪切应力及摩擦力等复杂

交变负荷下工作，主要失效形式为疲劳损坏、磨损失效以及腐蚀等。作为可承受径、轴向联

合载荷的一类滚动轴承，在航空航天、汽车、矿山机械、机械制造加工等领域尤其是高速重

载设备中的关键位置一直具有广泛应用。套圈是轴承的关键核心零部件，套圈最终的服役

性能，决定了轴承的服役性能。圆锥滚子轴承内圈由于其性能要求极高，需要通过塑性加工

提升服役性能，但是其几何形状比较特殊，内圈几何特征为上下表面带有台阶，中间为非对

称斜槽，是否能够精密成形该类环件是塑性加工的关键。

[0003] 目前圆锥滚子轴承内圈成形十分困难：若采用传统锻造成形方法，需要简化斜槽

形状成形，再切削加工出完整斜槽轮廓，不仅能耗高、材料利用率低(不到50％)、生产效率

低(切削量大时长)，而且晶粒粗大、流线不完整；若采用先进的轧环成形方法，虽然技术经

济效果有所该善，但是普通轧环过程金属周向与径向流动差异很大，因而直径扩大与轮廓

成形不同步，环件直径尺寸达到时斜槽仍未充分成型，因此亟待开发一种新工艺。

[0004] 由上可知，无论是传统锻造还是先进的普通轧环成形方法，都无法实现圆锥滚子

轴承内圈环件近净成形。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通过合理设

计轧制环坯和孔型、工艺参数和控制轧制过程，实现圆锥滚子轴承内圈环件近净成形，有效

提高材料利用率、生产效率、延长使用寿命。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圆锥滚子轴承内圈近净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包括步骤：

[0008] S1.环坯设计；

[0009] S1.1根据形状相似原则和稳定接触关系设计环坯形状：内圈环件为非对称斜槽和

上下两个不对称台阶，且设有环件圆柱形内孔，考虑到轧制过程的稳定性，根据形状相似原

则，设计环坯的外轮廓为锥角与环件相等的圆台面和带有下台阶的圆柱面，内轮廓与环件

内轮廓都是直壁，环坯和模具装配时为线接触以保证轧制过程的稳定性、防止轴向窜动；

[0010] S1.2根据体积不变原则和轴向体积分配特点设计环坯尺寸：

[0011] 环坯内圆柱面半径 其中K为轧制比，K取值1.20～3，r为环件内圆柱面半

径；

[0012] 取环坯总高度B0＝B，环坯大端外圆柱面高度B20＝B2，环坯圆台面锥角θ0＝θ；其中，

B为环件总高度，B2为环件大端台阶高度，θ为环件中间外锥面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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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为保证凹槽处台阶充型完整，需要保证环坯轴向体积分配接近锻件，以环件上台

阶与凹槽相交面分界面，将环件沿轴向分为上下两部分；分界面以上为小圆柱面，分界面以

下为圆台面和大圆柱面，环坯与锻件取同一处分界面，其分界面以上为小圆台面，分界面以

下为大圆台面和圆柱面；环坯以分界面为界沿轴向上下体积与锻件对应部分相等确定环坯

小端圆台面小端外半径R10，再由环坯与锻件体积相等确定环坯大端圆柱面外半径R20；

[0014] 环件小端圆柱体积 其中R1为环件小端台阶外半

径，B1为环件小端台阶高度；

[0015] 环坯分界面以上小圆台体体 其中B10为环坯

小端外圆柱面高度；

[0016] 由在分界面以上环坯与环件体积相等，即V10＝V1，求出环坯小端圆台面小端外半

径R10；

[0017] 圆台与下台阶相交处圆台外半径R′10：R′10＝R10+(B-B2)tanθ0；

[0018] 环件体积V：

[0019]

其中H1为环件小端台阶凹槽深，H2为环件大端台阶凹槽

深，R2为环件大端台阶外半径：R2＝(R1-H1+H2)+(B-B1-B2)tanθ；

[0020] 环坯体积V0：

[0021]

[0022] 考虑到环坯加热氧化烧损，即V0＝(1+ω)V，由此确定环坯大端圆柱面外半径R20，

其中ω为烧损系数，ω取值5‰。

[0023] 在上述步骤S1中，环坯由下料后的棒料加热、墩粗、挤压、冲孔获得，棒料材料为

Gcr15。

[0024] S2轧辊设计：由驱动辊、芯辊和副轧辊构成轧制孔型，根据锻件和环坯尺寸，确定

驱动辊、芯辊、副轧辊工作面形状尺寸，通过主轧辊和副轧辊外凸缘限制环件轴向窜动；

[0025] S2.1轧制孔型设计成半闭式孔型，横轧阶段轧制孔型由驱动辊、芯辊和副轧辊工

作面组成，扩孔阶段轧制孔型由驱动辊和芯辊工作面组成；驱动辊和副轧辊均设计为工字

型结构，工作面形状与内圈环件的外表面形状一致，副轧辊凸缘长度较大，以限制环件轴向

窜动进行控稳，副轧辊上下两端的凸缘较长，与驱动辊配合分别对环坯的两端面进行轴向

约束，以达到防止环坯上下窜动、控制环坯稳定的效果；

[0026] S2.2驱动辊凸台面锥角θd＝θ，驱动辊大端凸台深Hd1＝H1，驱动辊小端凸台深Hd2＝

H2，驱动辊高度Bd＝B+(10～40)mm，驱动辊大端型腔高度Bdx1＝B1，驱动辊小端型腔高度Bdx2

＝B2，凸缘高度Bdu＝Bd1＝(0.1～0.3)B，工作半径Rd2＝Rd1-(B-B1-B2)tanθ，驱动辊大端凸缘

长度Ldu＝R1-r-(2～5)mm，驱动辊小端凸缘长度Ld1＝Ldu+R1-r，上凸缘脱模斜度αd1＝3°～

6°，下凸缘脱模斜度αd2＝3°～6°；

[0027] 芯辊工作面高度Bm＝B+(20～80)mm，芯辊工作面半径Rm＝r0-(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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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副轧辊凸台面锥角θc＝θ，副轧辊大端凸台深Hc1＝H1，副轧辊小端凸台深Hc2＝H2，

副轧辊高度Bc＝B，副轧辊大端型腔高度Bcx1＝B10，副轧辊小端辊型腔高度Bcx2＝B20，副轧辊

大端工作面半径Rc1＝(0.3～0.7)Rd1，副轧辊大端凸缘长度Lcu＝(1.5～3)Ldu，副轧辊小端凸

缘长度Lc1＝Lcu+R2-R1，副轧辊两端凸缘高度Bcu＝Bc1＝(0.1～0.3)B；

[0029] 其中，θ为环件中间外锥面锥角；r为环件内圆柱面半径，Rd1为驱动辊大端凸台外

径；R1为环件小端台阶外半径，B为环件总高度，B1为环件小端台阶高度，B2为环件大端台阶

高度，B10为环坯小端外圆柱面高度，B20为环坯大端外圆柱面高度，H1为环件小端台阶凹槽

深，H2为环件大端台阶凹槽深。

[0030] S3.轧制成形一通过三辊横轧、环件扩孔、三辊横轧三阶段成形方式复合，调控各

阶段进给速度，实现环件直径扩大和截面轮廓成形；

[0031] S3.1在轧制设备上安装好轧制孔型，将环坯放入驱动辊与芯辊之间，将副轧辊紧

贴环坯置于驱动辊对侧，使其与环件中心连线的夹角设计为 驱动辊在此阶段

慢速进给，使环坯咬入轧制孔型，并在未锻透情况下产生局部变形，进行三辊横轧，此阶段

金属主要沿径向流动填充轧辊型腔而成形斜槽，进行台阶的预成型；当环坯表面轮廓基本

充满轧辊型腔后，一侧副轧辊快速退到指定位置充当信号辊作用，而另一侧副轧辊固定不

动充当导向辊的作用，主轧辊继续做旋转进给运动进行扩孔阶段的轧制，环件在主轧辊与

芯辊构成的轧制孔型中进行扩孔变形，这一阶段由于上、下台阶在扩孔阶段的少量消失，当

环件外壁长大到与充当信号辊的副轧辊接触时并不结束轧制，而是进行极小量的进给进行

整形轧制，直至台充满孔型，整个轧制过程结束。

[0032] S3.2驱动辊进给速度按如下控制：

[0033]

[0034] 横轧阶段中速进给，扩孔阶段高速进给，精整阶段低速进给：

[0035] 总进给量ΔH为毛坯的壁厚减少量，三辊横轧阶段进给量为ΔH1，扩孔阶段进给量

为ΔH2，整形阶段进给量为ΔH3；三辊横轧阶段进给时间 扩孔阶段进给时间

精整阶段进给时间 三辊横轧阶段进给速度V1＝0.4Vmax，扩孔阶段进给

速度阶段V2＝0.8Vmax，精整阶段进给速度V3＝0.1Vmax，其中

[0036] 其中nd＝n/η，为驱动辊转速，n为设备电机转速，η为设备减速机传动比；β为摩擦

角，r0为环坯内圆柱面半径，R10为环坯小端圆台面小端外半径，Rm为芯辊工作面半径，Rd1为

驱动辊大端凸台外径。

[003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8] 复合轧制作为一种精密塑性成形技术，不仅节材节能，而且通过精密成形有效细

化晶粒和形成仿形分布的完整流线，强化力学性能，延长使用寿命；本发明通过合理设计轧

制环坯和孔型、工艺参数和控制轧制过程，实现圆锥滚子轴承内圈环件近净成形，有效提高

材料利用率、生产效率、延长使用寿命，具有成形尺寸精度高、材料利用率高、生产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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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低等技术经济优点。

附图说明

[003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圆锥滚子轴承内圈环件的截面示意图。

[0040]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圆锥滚子轴承内圈环坯的截面示意图。

[0041]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驱动辊工作面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芯辊工作面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副轧辊工作面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6是复合轧环的三辊横轧开始阶段的示意图，其中6a主视，6b侧视。

[0045] 图7是复合轧环的三辊横轧结束阶段的示意图，其中7a主视，7b侧视。

[0046] 图8是复合轧环扩孔结束阶段的示意图，其中8a主视，8b侧视。

[0047] 图9是复合轧环精整阶段的示意图，其中9a主视，9b侧视。

[0048] 图10是复合轧环进给速度示意图。

[0049] 图中：1-主轧辊，2-芯辊，3，4-副轧辊，5-环坯。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51] 本发明在具体应用时，以图1某型号圆锥滚子轴承内圈环件为例，其环件小端台阶

外半径R1＝39mm、环件内圆柱面半径r＝31.4mm、环件大端台阶外半径R2＝48.5mm、环件总度

B＝25.8mm，高环件小端台阶高度B1＝5.2mm，环件大端台阶高度B2＝6.5mm、环件中间外锥面

锥角θ＝14°、环件小端台阶凹槽深H1＝2mm、环件大端台阶凹槽深H2＝8mm。

[0052] 其复合轧制成形方法包括以下内容：

[0053] 1、制坯

[0054] 设计驱动辊结构如图3所示，根据环坯尺寸设计方法，取轧制比K＝1.69，烧损系数

ω＝5‰，确定环坯圆台面小端外半径R10＝28.9mm，环坯内圆柱面半径r0＝18.5mm，环坯大

端外圆柱面外半径R20＝37.1mm，环坯总高度B0＝25.8mm，环坯圆台面高度B3＝19.3mm，环坯

大端外圆柱面高度B20＝6.5mm；

[0055] 按环坯尺寸，将棒料段(材料为Gcr15)从室温均匀加热到始锻温度1050～1100℃，

然后将热态的棒料段进行墩粗、反挤压、穿孔锻造成轧制用环坯；

[0056] 2、轧制孔型设计

[0057] 驱动辊工作面设计：设计驱动辊结构如图3所示，驱动辊大端凸台深Hd1＝2mm，驱动

辊小端凸台深Hd2＝8mm，凸台大端工作半径Rd1＝187.6mm，凸台面锥角θd＝14°，驱动辊大端

型腔高度Bdx＝5.2mm，驱动辊小端型腔高度Bdx2＝6.5mm，驱动辊上凸缘长度Ldu＝Ld1＝

4.4mm，驱动辊下凸缘长度Ld1＝13.9mm，驱动辊上下凸缘高度Bdu＝Bd1＝10mm；

[0058] 芯辊工作面设计：设计芯辊结构如图4所示，芯辊总高度Bm＝45.8mm，圆柱面半径Rm

＝14mm；

[0059] 副轧辊工作面设计：设计副轧辊结构如图5所示，副轧辊大端凸台深Hc1＝2mm，副轧

辊小端凸台深Hc2＝8mm，凸台大端工作半径Rc1＝75mm，锥角θc＝14°，副轧辊大端腔高度Bcx1

＝5.2mm，副轧辊小端腔高度Bcx2＝6.5mm，副轧辊上凸缘长度Lcu＝7mm，副轧辊下凸缘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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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1＝16.5mm，副轧辊上下凸缘高度Bcu＝Bc1＝10mm；

[0060] 3、轧制成形

[0061] 如图6a-8b所示，在轧制设备上安装好轧制孔型，将环坯放置于芯辊上，调整副轧

辊位置，使其与环件中心连线的夹角为60°，驱动辊在此阶段以1mm/s的速度慢速进给，使环

坯咬入轧制孔型，并在未锻透情况下产生局部变形进行三辊横轧进行台阶的预成型，当环

坯表面轮廓充满轧辊型腔后，副轧辊3快速退到指定位置充当信号辊作用，而右侧副轧辊4

固定不动充当导向辊的作用，设置驱动辊按2mm/s匀速进给；环件在主轧辊与芯辊构成的轧

制孔型中进行扩孔变形，快达到预定尺寸时，控制驱动辊按0.25mm/s匀速进给进行精整轧

制，直至台充满孔型，最后停止进给，控制驱动辊退回初始位置，取出成形环件。

[006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

改进等，均应包含在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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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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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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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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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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