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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空心轴制造方法，包括空心冷乳无缝钢管、切断、退火和表面处理、锻造成型、精密机加
工、热处理几个步骤。高强度冷乳无缝钢管进行 的锻造工艺 比用棒材少3次锻造和一次退火和一次表面
处理，在时间，成本上都节省 了大约 1/2, 缩 短周期，降低成本，减少能耗减少三废，材料利用率提高到
68%左右，工序间按重量计算费用的成本降低，同样产品利用本工艺，制作周期缩短。



一种新型空心轴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 明为空心轴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用高强度空心冷轧无缝钢管锻造空心轴 的制

造方法 。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空心轴 的制造工艺为将棒材切断后进行锻造 ，进行钻孔加工和车削，棒材 由锻造

车加工后钻孔做成 的空心轴存在材料利用率低在 30%左右 ，加工周期长 ，成本高等缺 点。传

统棒料工艺，需要多次锻造成型，两次退火和磷皂化处理 。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新型空心轴制造方法 ，包括 以下几个步骤 ：

步骤一 ：空心冷轧无缝钢管 ，使无缝钢管 内外径尺寸达到尺寸要求 ，长度 4-6m;

步骤二 ：切断，把冷轧后 的无缝钢管用 圆锯机切成所 需长度 ；

步骤三 ：退火和表面处理 ，将切断后 的冷轧无缝钢管经过球化退火或普通退火进行软化 ，然

后进行磷皂化处理或环保型表面润滑处理 ；

步骤 四：锻造成型，用长行程多工位锻造机进行锻造加工 ；

步骤五 ：精密机加工 ，将锻造后 的空心轴进行车 ，铣加工 ；

步骤六 ：热处理 ，将精加工后 的空心轴做淬火 回火或者渗碳热处理 。

[0004] 进一步 的，步骤 四所述 的锻造成型包括三道锻造工序 ，第一锻造工序为把步骤三做好

退火和表面处理 的材料放进第一锻造工序模具里 ，使无缝钢管外径和 内孔挤压成 台阶式 的空

心轴 ；第二锻造工序为把经过第一锻造工序模具做好 的毛坯放进第二锻造工序模具 内，墩粗

法兰 ，法兰在上模和下模之 间成型；第三锻造工序为把经过第二锻造工序模具做好 的产 品放

进第三锻造工序模具 内，用带花键 的芯棒把齿形挤压 出来 。

[0005] 本发 明用新型工艺代替传统工艺，使用高强度冷轧无缝钢管进行 的锻造工艺 比用棒材

少三次锻造 、一次退火和一次表面处理 的步骤 ，在时间和成本上都节省 了大约 1/2, 缩短周期 ，

降低成本 ，减少能耗减少三废 ，材料利用率提高到 68%左右 ，工序 间按重量计算费用 的成本

降低 ，同样产 品利用本工艺，制作周期缩短 。

附图说明

[0006] 图 1 是本发 明的制造方法流程 图。

[0007] 图 2 是本发 明用于制造空心马达轴 的三道锻造工序模具示意 图。

[0008] 图 3 是本发 明用于制造空心马达轴 的锻造过程 中的空心马达轴结构示意 图。

[0009] 图 4 是本发 明用于制造空心 电机轴 的三道锻造工序模具示意 图。



[0010] 图 5 是本发 明用于制造空心 电机轴 的锻造过程 中的空心 电机轴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实施例 1

参考 图 1、2 和 3，当制造空心马达轴时，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 ：

步骤一 ：空心冷轧无缝钢管 ，使无缝钢管 内外径尺寸达到尺寸要求 ，长度 4-6m ;

步骤二 ：切断，把冷轧后 的无缝钢管用 圆锯机切成所 需长度 ；

步骤三 ：退火和表面处理 ，将切断后 的冷轧无缝钢管经过球化退火或普通退火进行软化 ，然

后进行磷皂化处理或环保型表面润滑处理 ；

步骤 四：锻造成型，用长行程多工位锻造机进行锻造加工 ；首先 ，把步骤三做好退火和表面

处理 的材料放进如 图 2 中的第一锻造工序模具里，使无缝钢管外径和 内孔挤压成 台阶式 的空

心马达轴 ，形成如 图 3 的第一锻造工序 的毛坯结构 ；其次 ，把经过第一锻造工序模具做好 的

毛坯结构放进如 图 2 中的第二锻造工序模具 内，墩粗法兰 ，法兰在上模和下模之 间成型，形

成如 图 3 所示 的第二锻造工序 的产 品结构 ；最后 ，把经过第二锻造工序模具做好 的产 品结构

放进如 图 2 中的第三锻造工序模具 内，用带花键 的芯棒把齿形挤压 出来 ，形成如 图 3 所示 的

第三锻造工序 的成 品结构 。

[0012] 步骤五 ：精密机加工 ，将锻造后 的空心马达轴进行车 ，铣加工 ；

步骤六 ：热处理 ，将精加工后 的空心马达轴做淬火 回火或者渗碳热处理 。

[0013] 完成制造 。

[0014] 实施例 2

参考 图 1、4 和 5，当制造空心 电机轴时，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 ：

步骤一 ：空心冷轧无缝钢管 ，使无缝钢管 内外径尺寸达到尺寸要求 ，长度 4-6m ;

步骤二 ：切断，把冷轧后 的无缝钢管用 圆锯机切成所 需长度 ；

步骤三 ：退火和表面处理 ，将切断后 的冷轧无缝钢管经过球化退火或普通退火进行软化 ，然

后进行磷皂化处理或环保型表面润滑处理 ；

步骤 四：锻造成型，用长行程多工位锻造机进行锻造加工 ；首先 ，把步骤三做好退火和表面

处理 的材料放进如 图 4 中的第一锻造工序模具里，使无缝钢管外径和 内孔挤压成 台阶式 的空

心 电机轴 ，形成如 图 5 的第一锻造工序 的毛坯结构 ；其次 ，把经过第一锻造工序模具做好 的

毛坯结构放进如 图 4 中的第二锻造工序模具 内，墩粗法兰 ，法兰在上模和下模之 间成型；最

后 ，把经过第二锻造工序模具做好 的产 品放进如 图 4 中的第三锻造工序模具 内，用带花键 的

芯棒把齿形挤压 出来 ，形成如 图 5 所示 的第三锻造工序 的成 品结构 。

[0015] 步骤五 ：精密机加工 ，将步骤 四锻造成型得到的空心 电机轴进行车 ，铣加工 ；



步骤六 ：热处理，将精加工后 的空心 电机轴做淬火 回火或者渗碳热处理 。

[0016] 完成制造 。



1. 一种新型空心轴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几个步骤 ：

步骤一：空心冷轧无缝钢管，使无缝钢管 内外径尺寸达到尺寸要求，长度 4-6m ;

步骤二：切断，把冷轧后 的无缝钢管用 圆锯机切成所需长度 ；

步骤三 ：退火和表面处理 ，将切断后 的冷轧无缝钢管经过球化退火或普通退火进行软化 ，然

后进行磷皂化处理或环保型表面润滑处理；

步骤 四：锻造成型，用长行程多工位锻造机进行锻造加工；

步骤五：精密机加工，将锻造后 的空心轴进行车，铣加工；

步骤六 ：热处理，将精加工后 的空心轴做淬火 回火或者渗碳热处理 。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新型空心轴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 四所述 的锻造成型包

括三道锻造工序 ，第一锻造工序为把步骤三做好退火和表面处理 的材料放进第一锻造工序模

具里，使无缝钢管外径和 内孔挤压成 台阶式的空心轴 ；第二锻造工序为把经过第一锻造工序

模具做好 的毛坯放进第二锻造工序模具 内，墩粗法兰 ，法兰在上模和下模之 间成型；第三锻

造工序为把经过第二锻造工序模具做好 的产 品放进第三锻造工序模具 内，用带花键 的芯棒把

齿形挤压 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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