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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其包括如

下步骤：提供轴套毛坯；夹持该轴套毛坯的外侧

壁的一端并同时对该轴承毛坯的内、外侧壁进行

车削，对该轴承毛坯的外侧壁的车削为第一次车

削并留有一定的余量，对该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

第一次车削的轴向长度大于该轴套毛坯的轴向

长度的一半且小于该轴套毛坯的全部轴套长度；

夹持该轴套毛坯已被车削后的外侧壁以对该轴

承毛坯未车削的外侧壁进行第二次车削并留有

一定的余量；提供一个无心磨床，对车削后所述

轴套毛坯进行磨削以使所述轴套的外侧壁的精

度达到精度要求以制得高同轴度的轴套。本制造

工艺由于无心磨不会破坏同轴度，因此在磨削的

整个过程中可以保证该轴套毛坯的同轴度，进而

可以保证轴套的同轴度，提高同轴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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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

S1：提供一个轴套毛坯；

S2：夹持该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一端并同时对该轴套  毛坯的内、外侧壁进行车削，并

使对该轴套毛坯的内侧壁的车削的精度达到精度要求，对该轴套  毛坯的外侧壁的车削为

第一次车削并留有一定的余量，对该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的轴向长度大于该轴

套毛坯的轴向长度的一半且小于该轴套毛坯的全部轴套长度；

S3：夹持该轴套毛坯已被车削后的外侧壁以对该轴套  毛坯未车削的外侧壁进行第二

次车削并留有一定的余量，且第二次车削所留的余量小于所述第一次车削所留的余量；

S4：提供一个无心磨床，对车削后所述轴套毛坯进行磨削以使所述轴套的外侧壁的精

度达到精度要求以制得高同轴度的轴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轴套的车削精度

要求中的圆柱度小于0.0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对该轴

套毛坯的外侧壁的车削的轴向长度为该轴套毛坯的总轴向长度的三分之二。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与步骤S4之

前还包括盐浴热处理步骤。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在对所述轴套毛坯的

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为0.10mm～0.20mm，在对所述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第二

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为0.08mm～0.15mm。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在对所述轴套毛坯的

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为0.15mm，在对所述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第二次车削时

所留的余量为0.1mm。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在对所述轴套毛坯的

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比第二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大于0.05m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轴套毛坯的轴向

长度符合精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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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轴套制造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轴套是套在转轴上的筒状机械零件，是滑动轴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来说，轴套

与轴承座采用过盈配合，而与轴采用间隙配合。

[0003] 对于一些高精度的工装或设备，轴套的同轴度要求一般很高，但很难保证，这是因

为使用轴套在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多个尺寸的精度，如轴承座的孔的尺寸精度，轴套的内、

外侧壁的同轴度的尺寸精度，以及轴本身的尺寸精度等等。因此如果这些尺寸误差累积起

来，精度就会很保证。特别是轴套，因为内、外侧壁的同轴度很难同时保证，从而造成精度也

很难整体上提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目前的方法是使用车削机床夹持住该轴套毛坯，然后同时车

削该轴套毛坯的内、外侧壁，以保证该内、外侧壁的同轴度。最后再将轴套毛坯没有车削后

的部分，即用于由车削机床夹持的部分切割下来。虽然这样可以保证轴套内、外侧壁的同轴

度，但是在切割时会形成热应力在轴套上，而热应力会成为轴套在日后使用时致命缺陷，如

产生应力裂纹，端面拉裂等等，这些都会给使用时留下隐患。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以解决上述问题的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

[0006] 一种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提供一个轴套毛坯；

[0008] S2：夹持该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一端并同时对该轴承毛坯的内、外侧壁进行车削，

并使对该轴套毛坯的内侧壁的车削的精度达到精度要求，对该轴承毛坯的外侧壁的车削为

第一次车削并留有一定的余量，对该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的轴向长度大于该轴

套毛坯的轴向长度的一半且小于该轴套毛坯的全部轴套长度；

[0009] S3：夹持该轴套毛坯已被车削后的外侧壁以对该轴承毛坯未车削的外侧壁进行第

二次车削并留有一定的余量，且第二次车削所留的余量小于所述第一次车削所留的余量；

[0010] S4：提供一个无心磨床，对车削后所述轴套毛坯进行磨削以使所述轴套的外侧壁

的精度达到精度要求以制得高同轴度的轴套。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轴套的车削精度要求中的圆柱度小于0.01。

[0012] 进一步地，在步骤S2中，对该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车削的轴向长度为该轴套毛坯

的总轴向长度的三分之二。

[0013] 进一步地，在步骤S3与步骤S4之前还包括盐浴热处理步骤。

[0014] 进一步地，在对所述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为0.10mm～

0.20mm，在对所述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第二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为0.08mm～0.15mm。

[0015] 进一步地，在对所述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为0.15mm，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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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述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第二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为0.1mm。

[0016] 进一步地，在对所述轴套毛坯的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比第二次车削

时所留的余量大于0.05mm。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轴套毛坯的轴向长度符合精度的要求。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首先夹住轴套毛坯的

一端，然后同时车削轴套毛坯的内、外侧壁，从而可以保证该次车削的轴套毛坯的内、外侧

壁的同轴度，同时在该第一次车削外侧壁时留有一定的余量。然后夹持住已经加工后的部

分，对未加工的部分进行第二次车削，在第二次车削时也留有一定的余量，但第二次车削时

留有的余量小于所述第一次车削时留有的余量，且第二次车削的轴向长度小于第一次车削

的轴向长度，然后再将该第二次车削后的轴套毛坯放入无心磨床中进行磨削，由于第二次

车削时留有的余量小于所述第一次车削时留有的余量且第二次车削的轴向长度小于第一

次车削的轴向长度，从而使得在整个磨削过程中第一次车削的轴套毛坯的部分既是基准面

又是加工面，同时由于无心磨不会破坏同轴度，因此在磨削的整个过程中可以保证该轴套

毛坯的同轴度，进而可以保证轴套的同轴度，提高同轴精度。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的流程图。

[0020] 图2为图1的流程中步骤S2加工后的轴承毛坯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1的流程中步骤S3加工后的轴承毛坯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图1的流程中步骤S4使用无心磨床加工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对本发明

实施例的说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4] 如图1所示，其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的流程图。所述保

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25] S1：提供一个轴套毛坯10；

[0026] S2：夹持该轴套毛坯10的外侧壁的一端并同时对该轴承毛坯10的内、外侧壁进行

车削，并使对该轴套毛坯的内侧壁的车削的精度达到精度要求，对该轴承毛坯10的外侧壁

的车削为第一次车削并留有一定的余量，对该轴套毛坯10的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的轴向长

度大于该轴套毛坯10的轴向长度的一半且小于该轴套毛坯10的总轴套长度；

[0027] S3：夹持该轴套毛坯10已被车削后的外侧壁以对该轴承毛坯10未车削的外侧壁进

行第二次车削并留有一定的余量，且第二次车削所留的余量小于所述第一次车削所留的余

量；

[0028] S4：提供一个无心磨床20，对车削后所述轴套毛坯10进行磨削以使所述轴套的外

侧壁的精度达到精度要求以制得高同轴度的轴套。

[0029] 在步骤S1中，所述轴套毛坯10可以为一个轴向长度已经确定过的，或者其轴向长

度已经符合精度要求的工件。所述轴套毛坯10可以为钢材，铜等材料制成的圆筒状结构。

[0030] 在步骤S2中，如图2所示，三角形的位置代表夹持该轴承毛坯10的位置。夹持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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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套毛坯10的夹具应当为车床上的夹具，且用于车削所述轴套毛坯10的内、外侧壁的刀具

也是设置在车床，而该夹具，刀具的精度由车床本身来决定，因此，车床本身的精度应当是

可以保证的，在此不再赘述。当轴套毛坯10被夹设在车床上时，其夹设长度应当小于轴套毛

坯10的轴向总长度的三分之一。然后开动车床，由车削所述轴套毛坯10的内、外侧壁的刀具

对该内、外侧壁来进行车削。对内侧壁进行车削时，应当保证车削时的精度，即经过对内侧

壁的车削，该轴套毛坯10的内侧壁的精度已经达到了精度要求，如平面度，光洁度等。而对

外侧壁车削时，由于该轴套毛坯10的一端被夹持，因此在步骤S2中，对该外侧壁的车削的轴

向长度小于所述轴套毛坯10的总轴向长度，但对该外侧壁的车削的轴向长度大于所述轴套

毛坯10的总轴向长度的一半。具体地，在步骤S2中，对该轴套毛坯10的外侧壁的车削的轴向

长度为该轴套毛坯10的总轴向长度的三分之二。为了达到区分的目的，在步骤S2中对所述

轴套毛坯10的外侧壁的车削定义为第一次车削。在本实施例中，通过对内、外侧壁的车削，

使得所述轴套毛坯10的车削精度要求中的圆柱度小于0.01,即第一车削后的部分与内侧壁

的同轴度已经达到了要求。所述第一车削须留有一定的余量，以进行后序制程中的磨削。需

要说明的是，该余量是相对于车削精度的，即通过留有余量而未达到车削精度。在对所述轴

承毛坯10的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所留的余量可以为0.10mm～0.20mm，在本实施例中，在对

所述轴套毛坯10的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为0.15mm。

[0031] 在步骤S3中，如图3所示，三角形的位置还是代表夹持该轴承毛坯10的位置。再次

由车床的夹具夹住已经被车削后的轴套毛坯10的外侧壁，即夹持住经第一次车削后的轴套

毛坯10的外侧壁，并由刀具对未车削的轴套毛坯10的外侧壁进行车削，并定义步骤S3中的

车削为第二次车削。该第二次车削也必须留有一定的余量，以进行后序制程中的磨削。在对

所述轴套毛坯10的外侧壁的第一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比第二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大于

0.05mm。而在对所述轴套毛坯10的外侧壁的第二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为0.08mm～0.15mm。

在本实施例中，在对所述轴套毛坯10的外侧壁的第二次车削时所留的余量为0.1mm。由于第

一车削时车削掉轴套毛坯10的总轴向长度的三分之二，因此，第二车削时车削掉轴套毛坯

10的总轴向长度的三分之一。

[0032] 在该步骤S3后，还可以进行盐浴热处理，即应用熔融状态的盐对工件进行加热淬

火，其本身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详细说明。使用盐浴热处理，其综合换热系数大，工件加热

速度快，工件与浴液密切接触，加热均匀、变形小。浴炉热容量较大，加热温度波动小，容易

保持中性状态，实现无氧化、无脱碳加热。通过热处理，使得整个车削后的轴套毛坯10的硬

度变大。

[0033] 在步骤S4中，如图4所示，首先使用一个无心磨床，无心磨床本身为一种现有技术，

在此不再详细说明。无心磨床是不需要采用工件的轴心定位而进行磨削的一类磨床，主要

由磨削砂轮、调整轮和工件支架三个机构构成。经过第二次车削后的轴套毛坯10架设在磨

削砂轮与工作支架上，从而通过磨削砂轮的磨削来磨削该轴套毛坯10。由于第一次车削时

车削掉轴套毛坯10的总轴向长度的三分之二，且第一次车削时留的余量大于第二次车削时

留的余量，因此当二次车削后的轴套毛坯10放置在无心磨床上时，所述轴套毛坯10的第一

车削时的部分将与磨削砂轮接触，而第二车削时的部分将被架空，因此第一车削时的部分

将即成为基准面，又是加工面。而由于第一车削时的部分与轴套毛坯10的内侧壁的同轴度

的精度已经达到要求，且无心磨床磨削时不会破坏同轴度，因此，通过该无心磨床的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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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轴套的内、外侧壁的平整度，光洁度等参数都能达到要求，同时还保证了该轴套毛坯10

的内、外侧壁的同轴度。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保证轴套同轴度的制造工艺首先夹住轴套毛坯10

的一端，然后同时车削轴套毛坯10的内、外侧壁，从而可以保证该次车削的轴套毛坯10的

内、外侧壁的同轴度，同时在该第一次车削外侧壁时留有一定的余量。然后夹持住已经加工

后的部分，对未加工的部分进行第二次车削，在第二次车削时也留有一定的余量，但第二次

车削时留有的余量小于所述第一次车削时留有的余量，且第二次车削的轴向长度小于第一

次车削的轴向长度，然后再将该第二次车削后的轴套毛坯放入无心磨床中进行磨削，由于

第二次车削时留有的余量小于所述第一次车削时留有的余量且第二次车削的轴向长度小

于第一次车削的轴向长度，从而使得在整个磨削过程中第一次车削的轴套毛坯的部分既是

基准面又是加工面，同时由于无心磨不会破坏同轴度，因此在磨削的整个过程中可以保证

该轴套毛坯的同轴度，进而可以保证轴套的同轴度，提高同轴精度。

[0035]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于局限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任何在本发明

精神内的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都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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