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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

面硬度提升的工艺方法，包括：（1-1）车铣曲轴毛

坯、钻出中心孔；（1-2）车后端大头外圆；（1-3）对

主轴及连杆颈强化；（1-4）车后端大头孔；（1-5）

加工前端螺纹孔、后端法兰孔、键槽；（1-6）精加

工至成品；（2-1）车铣曲轴毛坯、钻出中心孔；（2-

2）粗车后端大头外圆；（2-3）加工主轴颈、连杆颈

及钻油孔；（2-4）精车后端大头及凸台；（2-5）车

后端大头孔；（2-6）对轴颈强化并加工前端螺纹

孔；（2-7）半精磨后端大头外圆；（2-8）精车后端

轴承孔；（2-9）精加工至成品。这种方法工艺简单

实用、成本低、效率高、节能环保，易推广，能有效

提高各类曲轴后端油封部位的耐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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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提升的工艺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1）对不需要精车后端轴承孔的曲轴后端表面硬度提升工艺，包括：

（1-1）车铣曲轴毛坯两端面并在毛坯两端面钻出中心孔；

（1-2）用数控车床车后端大头外圆，车后端大头外圆时预留的加工余量为0 .45-

0.65mm、要求粗糙度为Ra6.3-Ra1.6μm；

（1-3）进行主轴颈、连杆颈、油孔正常加工、并对主轴颈及连杆颈进行轴颈淬火及圆角

滚压或其他强化方式强化；

（1-4）用普通车床车后端大头孔，要求采用普通中心架或者液压自定心中心架夹持后

端油封部位轴颈外圆，在加工后端大头孔的过程中利用中心架支撑轴承对轴颈施加压力进

行滚压强化达到提升曲轴后端表面硬度，车及钻的转速在120-400r/min，保证滚压圈数大

于400r；

（1-5）正常加工前端螺纹孔、后端法兰孔、键槽；

（1-6）对曲轴进行精磨全部轴颈、动平衡、探伤、抛光精加工至成品；

2）对需要精车后端轴承孔的曲轴后端表面硬度提升工艺，包括：

（2-1）车铣曲轴毛坯两端面并在毛坯两端面钻出中心孔；

（2-2）粗车后端大头外圆；

（2-3）进行主轴颈、连杆颈正常加工及钻油孔；

（2-4）用数控车床精车后端大头及凸台，精车后端大头外圆时预留加工余量为0.5-

0.6mm，要求粗糙度为Ra12.5-Ra6.3μm；

（2-5）用普通车床车后端大头孔，要求采用普通中心架夹持后端油封部位轴颈外圆、或

者在数控车床采用液压自定心中心架夹持后端油封部位轴颈外圆，在加工后端大头孔的过

程中利用中心架对轴颈施加压力进行第一次轴颈表面滚压强化提升硬度；

（2-6）对主轴及连杆颈进行轴颈淬火结合圆角滚压或其他强化方式强化并加工出前端

螺纹孔；

（2-7）半精磨后端大头外圆，半精磨大头外圆时预留加工余量为0.15-0.2mm、要求粗糙

度为Ra0.8-Ra1.6μm；

（2-8）用数控车床精车后端轴承孔，要求采用液压自定心中心架夹持后端油封部位轴

颈外圆，在精车后端轴承孔的过程中利用中心架对轴颈施加压力进行滚压强化达到提升曲

轴后端表面硬度，中心架轴承采用滚压轴承，转速在250-400r/min，保证滚压圈数大于

300r；

（2-9）对曲轴进行精磨、钻法兰孔、铣键槽、动平衡、探伤、抛光精加工至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提升的工艺方法，其特征是，步

骤（1-4）中采用普通中心架通过调整正上方支撑轴承压紧行程来达到锁紧中心架时对曲轴

后端油封部位施加锁紧力。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提升的工艺方法，其特征是，步

骤（1-4）中液压中心架夹持曲轴后端油封部位压力是液压自定心中心架通过调整液压系统

压力达到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提升的工艺方法，其特征是，步

骤（1-4）中所述普通中心架、液压自定心中心架轴承均为圆柱轴承或滚压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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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提升的工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加工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提升的

工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曲轴是发动机中核心零件之一，发动机工作时曲轴所受到的力相当复杂，主要承

受反复弯曲和扭转负荷以及在高速旋转下承受强烈的摩擦，为了提高曲轴的疲劳强度和耐

磨性达到良好使用性能，曲轴机加工时必须对轴颈进行强化处理。目前曲轴加工中最常用

的强化方式有：氮化、圆角滚压、感应淬火即圆角淬火和轴颈淬火及复合强化，如圆角滚压

结合轴颈淬火，而大部分发动机曲轴与油封接触摩擦的前端及后端轴颈只是在毛坯阶段有

调质、抛丸处理外，机加工阶段不再进行表面强化，只有小部分要求对曲轴前端及后端轴颈

油封部位进行表面淬火强化。

[0003] 如果机加工阶段不对曲轴油封部位表面进行强化，由于硬度不高油封部位容易磨

损，而曲轴对油封部位采用中频感应淬火又存在工艺难度大、不容易控制淬火层、耗能大且

球铁曲轴不适用等缺点。

[0004] 表面滚压强化技术是近年来广泛研究应用的一种提高零件表面性能的方法，该方

法是通过机械手段对金属表面加压，使金属表面产生加工硬化以提高零件的性能、质量和

使用寿命。滚压强化工艺简单、加工效率高，在加工过程中不发生废气、废屑、废液，节能环

保，在曲轴加工领域得到推广与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

提升的工艺方法。这种方法工艺简单实用、成本低、效率高、节能环保，易推广，能有效提高

各类曲轴后端油封部位的耐磨性。

[0006]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提升的工艺方法，与现有技术不同的是，包括

如下步骤：

[0008] 1）对不需要精车后端轴承孔的曲轴后端表面硬度提升工艺，包括：

[0009] （1-1）车铣曲轴毛坯两端面并在毛坯两端面钻出中心孔；

[0010] （1-2）用数控车床车后端大头外圆，数控车床为e-CA6140、EL6140，车后端大头外

圆时预留的加工余量为0.45-0.65mm、要求粗糙度为Ra6.3-Ra1.6μm；

[0011] （1-3）进行主轴颈、连杆颈、油孔正常加工、并对主轴颈及连杆颈进行轴颈淬火结

合圆角滚压或其它强化方式强化；

[0012] （1-4）用普通车床车后端大头孔，普通车床为CY6140、CW6163，要求采用普通中心

架或者液压自定心中心架夹持后端油封部位轴颈外圆，在加工后端大头孔的过程中利用中

心架支撑轴承对轴颈施加压力进行滚压强化达到提升曲轴后端表面硬度，车及钻的转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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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00r/min，保证滚压圈数大于300r；

[0013] （1-5）正常加工前端螺纹孔、后端法兰孔、键槽；

[0014] （1-6）对曲轴进行精磨全部轴颈、动平衡、探伤、抛光精加工至成品；

[0015] 2）对需要精车后端轴承孔的曲轴后端表面硬度提升工艺，包括：

[0016] （2-1）车铣曲轴毛坯两端面并在毛坯两端面钻出中心孔；

[0017] （2-2）粗车后端大头外圆；

[0018] （2-3）进行主轴颈、连杆颈正常加工并钻油孔；

[0019] （2-4）用数控车床精车后端大头及凸台，数控车床为e-CA6140、EL6140数控车床，

精车后端大头外圆时预留加工余量为0.5-0.6mm，要求粗糙度为Ra12.5-Ra6.3μm

[0020] （2-5）用普通车床车后端大头孔，普通车床可采用CY6140、CW6163，要求采用普通

中心架夹持后端油封部位轴颈外圆、或者在SSCK50B数控车床采用液压自定心中心架夹持

后端油封部位轴颈外圆，在加工后端大头孔的过程中利用中心架对轴颈施加压力进行第一

次轴颈表面滚压强化提升硬度；

[0021] （2-6）对主轴及连杆颈进行轴颈淬火结合圆角滚压或其它强化方式强化并加工出

前端螺纹孔；

[0022] （2-7）半精磨后端大头外圆，采用MQ8260、MQ8240普通磨床或数控磨床进行半精

磨，半精磨大头外圆时预留加工余量为0.15-0.2  mm、要求粗糙度为Ra0.8-Ra1.6μm；

[0023] （2-8）用数控车床精车后端轴承孔，采用CK3180QZ数控车床进行精车，要求采用液

压自定心中心架夹持后端油封部位轴颈外圆，在精车后端轴承孔的过程中利用中心架对轴

颈施加压力进行滚压强化达到提升曲轴后端表面硬度，中心架轴承采用滚压轴承，转速在

250-400r/min，保证滚压圈数大于300r；

[0024] （2-9）对曲轴进行精磨、钻法兰孔、铣键槽、动平衡、探伤、抛光精加工至成品。

[0025] 步骤（1-4）中采用普通中心架通过调整正上方支撑轴承压紧行程来达到锁紧中心

架时对曲轴后端油封部位施加锁紧力。

[0026] 步骤（1-4）中液压中心架夹持曲轴后端油封部位压力是液压自定心中心架通过调

整液压系统压力达到的。

[0027] 步骤（1-4）中所述普通中心架、液压自定心中心架轴承均为圆柱轴承或滚压轴承。

[0028] 这种工艺方法是将金属表面滚压强化技术巧妙地应用于现有的曲轴加工工艺中，

通过滚压曲轴后端轴颈以达到提高轴颈表面硬度及性能的目的。

[0029] 这种方法工艺简单实用、成本低、效率高、节能环保，易推广，能有效提高各类曲轴

后端油封部位的耐磨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内容作进一步的阐述，但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提升的工艺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1）对不需要精车后端轴承孔的曲轴后端表面硬度提升工艺，包括：

[0034] （1-1）车铣曲轴毛坯两端面并在毛坯两端面钻出中心孔；

[0035] （1-2）用数控车床车后端大头外圆，数控车床为e-CA6140、EL6140，车后端大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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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时预留的加工余量为0.45-0 .65mm、要求粗糙度为Ra6.3-Ra1 .6μm，本例数控车床为e-

CA6140数控车床；

[0036] （1-3）进行主轴颈、连杆颈、油孔正常加工、并对主轴颈及连杆颈进行轴颈淬火结

合圆角滚压强化；

[0037] （1-4）用普通车床车后端大头孔，要求采用普通中心架夹持后端油封部位轴颈外

圆，在加工后端大头孔的过程中利用中心架支撑轴承对轴颈施加压力进行滚压强化达到提

升曲轴后端表面硬度，车及钻的转速在120-400r/min，保证滚压圈数大于300r，本例普通车

床为CY6140；

[0038] （1-5）正常加工前端螺纹孔、后端法兰孔、键槽；

[0039] （1-6）对曲轴进行精磨全部轴颈、动平衡、探伤、抛光精加工至成品。

[0040] 步骤（1-4）中采用普通中心架通过调整正上方支撑轴承压紧行程来达到锁紧中心

架时对曲轴后端油封部位施加锁紧力，本例锁紧力采用60-200N。

[0041] 步骤（1-4）中液压中心架夹持曲轴后端油封部位压力是液压自定心中心架通过调

整液压系统压力达到的。

[0042] 步骤（1-4）中所述普通中心架轴承为圆柱轴承或滚压轴承。

[0043] 采用本例方法后，曲轴后端表面硬度可提高如下表1。

[0044]

[0045] 实施例2:

[0046] 一种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提升的工艺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7] 2）对需要精车后端轴承孔的曲轴后端表面硬度提升工艺，包括：

[0048] （2-1）车铣曲轴毛坯两端面并在毛坯两端面钻出中心孔；

[0049] （2-2）粗车后端大头外圆；

[0050] （2-3）进行主轴颈、连杆颈正常加工及钻油孔；

[0051] （2-4）用数控车床精车后端大头及凸台，数控车床为e-CA6140、EL6140，精车后端

大头外圆时预留加工余量为0.5-0.6mm，要求粗糙度Ra12.5-Ra6.3μm,本例数控车床为e-

CA6140数控车床；

[0052] （2-5）用普通车床车后端大头孔，普通车床为CY6140、CW6163，要求采用普通中心

架夹持后端油封部位轴颈外圆、或者在SSCK50B数控车床采用液压自定心中心架夹持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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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封部位轴颈外圆，在加工后端大头孔的过程中利用中心架对轴颈施加压力进行第一次轴

颈表面滚压强化提升硬度，本例普通车床为CY6140；

[0053] （2-6）对主轴及连杆颈进行轴颈淬火结合圆角滚压强化并加工出前端螺纹孔；

[0054] （2-7）半精磨后端大头外圆，采用MQ8260、MQ8240普通磨床或数控磨床进行半精

磨，半精磨大头外圆时预留加工余量为0.15-0.2mm、要求粗糙度为Ra0.8-Ra1.6μm，本例采

用MQ8240普通磨床；

[0055] （2-8）用数控车床精车后端轴承孔，要求采用液压自定心中心架夹持后端油封部

位轴颈外圆，在精车后端轴承孔的过程中利用中心架对轴颈施加压力进行滚压强化达到提

升曲轴后端表面硬度，本例液压系统压力采用2.5Mpa ,  液压中心架压力在2000-2500N，中

心架轴承采用滚压轴承，转速在250-400r/min，保证滚压圈数大于300r，本例数控车床为

CK3180QZ数控车床；

[0056] （2-9）对曲轴进行精磨、钻法兰孔、铣键槽、动平衡、探伤、抛光精加工至成品。

[0057] 采用本例方法后，曲轴后端表面硬度可提高如下表2。

[0058]

[0059] 通过上述2个实例由表1及表2数据可知，结合实施例1及实施例2大头表面硬度均

有所提高；有利于发动机曲轴后端轴颈表面硬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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