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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制造内燃机的曲轴的方法，曲轴具

有多个轴颈，轴颈具有带有第一微结构的硬化壳

体。曲轴由包含约0.3wt％至0.77wt％碳的钢构

成。轴颈的硬化壳体的第一微观结构包含约15％

至30％的铁素体和余量的马氏体，以及所生成的

在310MPa和620MPa之间的表面下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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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内燃机的曲轴，所述曲轴包含多个轴颈，每个轴颈包含表面和硬化壳体，并

且其中所述曲轴进一步由至多约0.77wt％碳的钢构成，并且所述硬化壳体具有包含铁素体

和马氏体的第一微结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曲轴，其中所述多个轴颈的表面包含HRC40和50之间的表面硬

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曲轴，其中所述第一微结构包含至多50％的铁素体。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曲轴，其中所述第一微结构包含约15％至30％的铁素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曲轴，其中所述钢包含0.3wt％至0.77wt％的碳。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曲轴，其中所述钢包含0.38wt％的碳。

7.一种用于内燃机的曲轴，所述曲轴包含多个轴颈，每个轴颈包含表面和硬化壳体，并

且其中所述曲轴由含有约0.3wt％至0.77wt％碳的钢构成，并且所述硬化壳体具有第一微

结构，所述第一微结构包含约15％至30％的铁素体和余量的马氏体。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曲轴，其中所述多个轴颈的表面包含HRC40和50之间的表面硬

度。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曲轴，其中所述钢包含0.38wt％的碳。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曲轴，其中所述曲轴包含约400  MPa至550MPa的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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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轴和制造方法

[0001] 引言

[0002]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制造用于内燃机的曲轴的方法，并且更具体地涉及提供具有低

表面下残余应力的硬化高耐磨表面的硬化方法。

[0003] 传统的中碳钢曲轴的硬化方法包括加热轴颈表面，使得微观结构在淬火时产生

100％的马氏体。曲轴中的残余应力对于曲轴的设计而言是过度的，这种残余应力易于导致

疲劳裂纹失效；尤其是源自硬化的轴颈壳体下方的表面下的残余应力。

[0004] 因此，本领域需要改进的硬化方法，其保持表面硬度规格，同时减少曲轴中残留的

残余应力的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公开包含用于内燃机的曲轴。曲轴包括多个轴颈，每个轴颈具有表面和硬化壳

体。曲轴还包括具有至多约0.77wt％碳的钢。硬化壳体具有第一微结构，第一微结构包含铁

素体和马氏体。

[0006] 在本公开的示例中，多个轴颈的表面具有HRC  40至50之间的表面硬度。

[0007] 在本公开的另一个示例中，第一微结构包含至多50％的铁素体。

[0008]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第一微结构包含约15％至30％之间的铁素体。

[0009]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钢包含0.3wt％至0.77wt％之间的碳。

[0010]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钢包含0.38wt％的碳。

[0011]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曲轴包含310MPa至620Mpa之间的残余应力。

[0012]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曲轴包含大约400MPa至550Mpa之间的残余应力。

[0013] 本公开还包含用于制造铁质工件的方法。方法包括提供一种机加工工件，其由含

有至多0.77wt％碳的钢构成，并且其中工件包含具有表面的第一轴颈，将第一轴颈的表面

加热到临界温度，以及用淬火介质淬火第一轴颈的表面，实现15至20℃/秒的冷却速率。

[0014]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该方法还包含回火工件。

[0015]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提供一种机加工工件，其由含有至多0.77wt％碳的钢

构成，并且其中工件包含具有表面的第一轴颈，进一步包含提供机加工工件，其由含有0.3

至0.77wt％之间的钢构成。

[0016]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将第一轴颈的表面加热到临界温度进一步包含将第一

轴颈的表面加热到大约724℃和820℃之间，以及用淬火介质淬火第一轴颈的表面，实现15

至20℃/秒的冷却速率，进一步包含用油或聚合物溶液淬火第一轴颈的表面。

[0017]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将第一轴颈的表面加热到临界温度进一步包含将第一

轴颈的表面加热到约724℃和760℃之间。

[0018]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提供一种机加工工件，其由含有至多0.77wt％碳的钢

构成，并且其中工件包含具有表面的第一轴颈，进一步包含提供机加工工件，其由含有大约

0.38wt％碳的钢构成。

[0019]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将第一轴颈的表面加热到临界温度进一步包含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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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颈的表面加热到约724℃和822℃之间。

[0020] 在本公开的又一个示例中，将第一轴颈的表面加热到临界温度进一步包含将第一

轴颈的表面加热到约780℃和810℃之间。

[0021] 从以下结合附图的详细描述中，本公开的上述特征和优点以及其他特征和优点将

变得显而易见。

附图说明

[0022] 这里描述的附图仅用于说明目的，并不旨在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公开的范围。

[0023] 图1A是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用于内燃机的曲轴的视图；

[0024] 图1B是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用于内燃机的曲轴的横截面图；

[0025] 图2A和2B是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曲轴的连杆轴颈的视图；

[0026] 图3是显示了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硬化曲轴的指定表面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7] 图4是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铁-碳系统的相图的一部分；

[0028] 图5是显示了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铁-碳合金的冷却速率及其对相变的影响的图

表，以及

[0029] 图6是根据本公开的原理的铁-碳合金样品的显微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参考附图，其中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的部件，在图1A，1B和2中，示出了用于内

燃机(ICE)的曲轴，现在将对其进行详述。用附图标记10表示的曲轴是ICE的复杂且重要的

部分。曲轴10的主要目的是将往复运动和力转换为旋转运动和扭矩。曲轴10包括多个主轴

颈12、连杆轴颈14、配重16、柱18和凸缘20。更具体地，主轴颈12和连杆轴颈14各自包括表面

42和硬化壳体44。主轴颈12和连杆轴颈14的表面42设计成分别与发动机缸体和连杆组件中

的插入件的支承表面相对(未示出)。例如，主轴颈12由发动机缸体的主轴承(未示出)旋转

地支撑。连杆轴颈14可旋转地连接到连杆的连杆轴承和活塞组件(未示出)。主轴颈12和连

杆轴颈14的硬化壳体44从主轴颈12和连杆轴颈14的表面42穿透到深度D。由于轴颈表面42

的目的和功能，用于表面硬度的材料规格大于曲轴10的其他特征。然而，由于曲轴10用于将

往复运动转换为旋转运动，因此它也承受重的扭矩载荷和弯曲力。在这方面，曲轴10的大部

分被指定为高韧性，以避免灾难性或疲劳型故障。因此，具有高屈服强度和韧性的曲轴10被

进一步加工以增加临界表面上的硬度是理想的。

[0031] 将曲轴10制造成这些规格的挑战之一是现有的用于硬化的工艺在周围材料中引

起过大的残余应力。如图2A和2B所示，在故障曲轴10的连杆轴颈14中形成疲劳裂纹22。图2B

显示了失效表面24，其中裂纹22起源于具有高残余应力的区域26，该残余应力是在现有的

硬化工艺之后留在曲轴中的。曲轴10还包括形成在曲轴10内部的若干钻孔通道28，以向轴

颈和轴承表面提供润滑流体。通道28还倾向于成为应力上升点，许多失效裂纹起源于其中。

[0032] 参照图3和图4，图3示出了用于曲轴10的方法或硬化工艺的流程图。由附图标记

100表示的方法以提供机加工曲轴10的第一步骤102开始。然而，虽然本公开详述了用于处

理曲轴10的方法，但是该方法可以用于处理需要通过使用该方法获得的机械性能的任何数

量的钢部件而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在图4所示的示例中，曲轴由1538MV钢锻造而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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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描述方法100，图4的线图是出于说明目的而提供的铁-碳相图30的一部分。简而言之，

垂直绘制的32是系统或物质部分的温度，单位为℃。水平绘制的34是系统的碳(C)含量，以

重量百分比(wt％)表示。1538MV钢的碳含量为0.38wt％，示出为35。因此，从0.38wt％C开

始，合金呈现相图30中所示的相形式。例如，系统温度低于727℃或共晶温度为36，1538MV

钢，并且对于大多数钢而言，在平衡时具有铁素体α和碳化物Fe3C的相。当系统温度升至727

℃以上但低于Ac3温度，在平衡时系统中存在的相是铁素体α和奥氏体γ。

[0033] 用于理解系统特征的关键概念是针对特定的碳含量和系统的温度，获知平衡时的

相的百分比。使用杠杆规则计算，对于特定合金碳含量和温度，可以得到在平衡时存在的特

定相的量。例如，对于1538MV钢(C含量＝0.38wt％)，在T1的780℃的温度下，下式给出了铁

素体和奥氏体相的百分比：

[0034]

[0035] 其中a＝在T1的780℃，α+γ和γ相之间的固相线38处的碳含量；e＝在T1的780℃，α

+γ和α相之间的固相线40处的碳含量。余量为70％奥氏体γ。因此，将T1的780℃下的奥氏

体γ的比例与822℃的临界温度42以上的100％奥氏体γ的比例进行比较，奥氏体γ的量减

少了30％。因此，当系统以约15至20℃/秒的冷却速率淬火时，转变为马氏体的奥氏体γ的

量减少30％，同时剩余30％的未溶解的铁素体α。这导致由奥氏体γ转变为马氏体而产生的

残余应力降低30％。

[0036] 在本公开的另一个实施例中，对于1538MV钢(C含量＝0.38wt％)，在温度为T2的

810℃时，下式给出了铁素体和奥氏体相的百分比：

[0037]

[0038] 其中b＝在T2的810℃，α+γ和γ相之间的固相线38处的碳含量；f＝在T2的810℃，α

+γ和α相之间的固相线40处的碳含量。余量为85％奥氏体γ。因此，将T2的810℃下的奥氏

体γ的比例与822℃的临界温度42以上的100％奥氏体γ的比例进行比较，奥氏体γ的量减

少了15％。结果，将系统加热到780℃(T1)和810℃(T2)之间，然后以约15至20℃/秒的冷却速

率进行淬火，使残余应力降低15％至30％由方法100产生的额外益处包括热冲击和待压缩

的额外未溶解的铁素体α的减少，并减轻由奥氏体γ转变为马氏体引起的额外残余应力。此

外，由于该方法的目的是增加曲轴的特定部分的表面硬度，处理过的部分的表面硬度在约

HRC  42和53之间(100％马氏体1538MV的表面硬度高于HRC  58)。

[0039] 继续方法100的第二步骤104，加热曲轴10的主轴颈12和连杆轴颈14至临界温度。

临界温度定义为727℃的共晶温度36与α+γ和γ相之间的固相线38的温度之间的温度。以

这种方式，并非所有加热部分都含有100％的奥氏体γ。在该实施例中，临界温度在780℃

(T1)和810℃(T2)之间。通过感应或激光加热以完成曲轴10的加热。然而，在不脱离本公开的

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其他的局部加热方法。另外，该实施例中使用的温度可以扩展到包

括临界温度Ac1和Ac3之间的温度，或刚刚高于727℃的共晶温度36并且刚刚低于α+γ和γ相

之间的固相线38的温度。当然，当将曲轴10加热到更高的温度时，由于更高百分比的马氏

体，所得的残余应力降低的百分比就减少了。用X射线衍射法分析，完全硬化的100％马氏体

的残余应力为约620MPa。具有85％马氏体的曲轴10中的残余应力为约527MPa。类似地，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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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马氏体的曲轴10中的残余应力为约415MPa。

[0040] 方法100的第三步骤106包括淬火曲轴10的主轴颈12和连杆轴颈14，达到约15至20

℃/秒的冷却速率。使用油或聚合物溶液淬火介质可以实现该冷却速率。图5是显示了垂直

轴52上的系统温度和水平轴54上的淬火时间的曲线图50。线56显示了冷却速率，线58显示

了马氏体开始转变温度在约313℃至326℃之间。图6是显微照片，示出了通过方法100处理

的曲轴10的硬化壳体44的微结构的示例。大约15％的铁素体α保留在转变的马氏体基质中。

因此，在通过方法100的第三步骤106处理之后，硬化壳体44具有微结构，该微结构包括至多

50wt％的铁素体，并且更优选地为15wt％至30wt％的铁素体，余量为马氏体。

[0041] 该方法的第四步骤108包括对曲轴10进行低温回火。回火涉及到将曲轴加热至727

℃以下，然后冷却。在回火之后，主轴颈12和连杆轴颈14的表面硬度在HRC  40和50之间。

[0042] 虽然已经详细描述了示例，但是熟悉本公开所涉及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认识到用于

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实践所公开的方法的各种替代设计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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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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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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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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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4/7 页

10

CN 110821946 A

10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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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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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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