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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零部件除油、零部件水洗、表面抛光、

化学抛光、电解质等离子抛光、浸酸和表面清洗，

采用复合抛光的方式进行抛光，电解抛光表面可

达镜面级光泽，一般表面粗糙度可达Ra＝0.1—

0.5μm，最高可达Ra＝0.05μm；化学抛光表面将

生成钝化膜，可提高表面抗腐蚀性能；抛光的表

面不会产生变质层，无附加应力，并可去除或减

小原有的应力层，不产生剥离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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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零部件除油

用脱脂剂或丙酮采用刷子或百洁布擦洗除去零部件表面局部重厚油污；

2）零部件水洗

用高压水枪罐以纯水来漂洗零部件表面两次，对有重油污的零部件采用高温纯水，温

度为40—68℃；

3）表面抛光

将零部件与介质一起放入行星滚抛机滚筒内进行滚抛，所述介质的质量比为煤油15— 

20%、抛光剂25—30%、钢丸40—50%、余量为水，滚抛时间为30—50分钟；

4）化学抛光

使用化学药剂分别进行粗抛和精抛，所述粗抛选用的原料及用量为：磷酸300—350mL/

L，硝酸230—280mL/L，清水400—550mL/L，其中粗抛时间为5—8min；所述精抛选用的原料

及用量为：磷酸310—330mL/L，硝酸180—210mL/L，双氧水80—110mL/L，稳定剂  20—45mL/

L，缓蚀剂10—20mL/L，清水280—460mL/L，其中精抛时间为8—10min；

5）电解质等离子抛光

以零部件为阳极，与直流稳压电源正极相连，浸入电解液中；以铂片为阴极，与直流稳 

压电源负极相连；两者相距一定距离浸入电解液中，电解液以硝酸﹑磷酸为基本成分，其中

电解液的质量比为浓硝酸10%—15%、浓磷酸10%—15%和水70—80%；浸入电解抛光液中以

3—10A的电流进行抛光，抛光温度为-5—30℃；

6）浸酸

将零部件浸泡在预先准备好的浓度为3—5％硝酸水溶液酸洗池中，酸洗浸泡时间应根

据零部件表面的实际情形，在30分钟以上，环境温度为10—30℃，氯离子浓度小于25ppm；

（7）表面处理

用高压水枪罐以纯水来漂洗零部件表面两次；

步骤7之后，对零部件进行钝化处理，将零部件浸入到预先准备好的浓度为10%的硝酸

溶液的钝化池中，浸泡时间为5分钟，环境温度在20度，对于不锈钢零部件氯离子浓度小于

25ppm；钝化处理之后，进行超声波清洗，将零部件置于水中，超声振动时间为10—15分钟，

超声振动温度30—50  ℃；所述超声波清洗之后，对零部件擦干或烘干，用压缩空气吹去零

部件表面的水分，并用白色绒布擦干表面的残留水分，采用热氮气或电加热炉烘干零部件

表面水分以保证零部件表面色泽均匀无水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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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加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一些精密仪器的零部件对表面质量具有较高的要求，而国内的相关生

产标准不够，导致需要从国外进口而来，占据了绝大部分国内市场。经过多年的市场调查和

制作工艺研发探索。零部件的一些特殊技术要求，国内市场上的制造技术很难满足。

[0003] 许多机械的零部件大都经过热轧、锻造、热处理、焊接等高温加工而成，在加工过

程中，表面都会出现较厚氧化皮，另外，由于零部件的几何形状各异，焊接时产生的灰膜、黑

渣等较多残留于金属制品表面，为此，零部件加工好后必须进行抛光处理。

[0004] 目前，零部件的抛光沿用较多的还是传统的机械抛光工艺，这种抛光工艺通常是

除油后高温酸洗，酸洗液中多含有铬酸、氢氟酸、硝酸等毒害较大物质，酸洗液的主要作用

是去除氧化皮提高金属制品的光洁度，但高温酸洗时间长，这不仅使生产成本高，而且内含

的有毒酸挥发性大，极易污染环境和腐蚀设备。

[0005] 复合抛光是机械法和电解法两种研磨方式的组合。我们采用复合抛光的主要目的

是因为它综合了机械抛光和电解抛光的优点。发明人为了让产品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

高，对现有的抛光工艺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

[0006] 申请号为201310189600.2的中国发明专利，本发明涉及一种机械零件表面光整工

艺，尤其是一种涡轮增压器芯部零件的表面光整工艺。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将加工后的零

件与介质一起放入行星滚抛机滚筒内进行滚抛，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以将零件表面粗糙

度改善到Ra0.2以上，通过使用，涡轮增压器的止推轴承与浮动轴承的磨损值明显降低，从

而提高了增压器的使用寿命。

[0007] 申请号为201310543152.1的中国发明专利，本发明涉及一种钛及钛合金的电解抛

光工艺，包括以下步骤：(1)依次用200#，400#，600#砂纸打磨钛或钛合金工件；(2)以工件为

阳极，与直流稳压电源正极相连，浸入电解抛光液中；(3)以铂片为阴极，与直流稳压电源负

极相连，浸入电解抛光液中以3—10A的电流进行抛光，抛光温度为-5—30℃；(4)无水乙醇

超声清洗3—20min，蒸馏水漂洗。本发明所提供的电解抛光工艺简单易行，抛光后的工件耐

腐蚀性强。

[0008] 申请号为201110151813.7的中国发明专利，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不锈钢无铬电解抛

光液及其表面抛光处理工艺，抛光液以醇(甲醇、乙醇中的至少一种)和酸(硝酸、醋酸中的

至少一种)作为其主体成分。本发明所提供的不锈钢表面抛光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除油

污处理、超声振动水洗、超声振动酸洗、超声振动碱洗、电解抛光、超声振动水洗、钝化、清洗

及烘干。与传统不锈钢电解抛光液相比，本抛光液既不含铬酸酐，减少了环境污染，废液易

于处理，属于环保型抛光液；又不含价格昂贵的磷酸，降低了抛光成本，有利于不锈钢电解

抛光工艺的推广。经试验证明，该抛光液及其工艺能有效除去不锈钢表面的氧化膜及划痕，

并可使工件达到镜面光亮的效果，有效地提高抛光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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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以解决现有技

术中导致的上述多项缺陷。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的技术方案：一种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零部件除油

[0012] 用脱脂剂或丙酮采用刷子或百洁布擦  洗除去零部件表面局部重厚油污；

[0013] 2）零部件水洗

[0014] 用高压水枪罐以纯水来漂洗零部件表面两次，对有重油污的零部件采用高温纯

水，温度为40—68℃；

[0015] 3）表面抛光

[0016] 将零部件与介质一起放入行星滚抛机滚筒内进行滚抛，所述介质的质量比为煤油

15—20%、抛光剂25—30%、钢丸40—50%、余量为水，滚抛时间为30—50分钟；

[0017] 4）化学抛光

[0018] 使用化学药剂分别进行粗抛和精抛，化学药剂为硝酸和硝酸的混合液，时间为5—

10分钟；

[0019] 5）电解质等离子抛光

[0020] 以零部件为阳极，与直流稳压电源正极相连，浸入电解液中；以铂片为阴极，与直

流稳压电源负极相连；两者相距一定距离浸入电解液中，电解液以硝酸﹑磷酸为基本成分，

浸入电解抛光液中以3—10A的电流进行抛光，抛光温度为-5—30℃；

[0021] 6）浸酸

[0022] 将零部件浸泡在预先准备好的浓度为3—5％硝酸水溶液酸洗池中，酸洗浸泡时间

应根据零部件表面的实际情形，在30分钟以上，环境温度为10—30℃，氯离子浓度小于

25ppm；

[0023] 7）表面清洗

[0024] 用高压水枪罐以纯水来漂洗零部件表面两次。

[0025] 优选的，所述步骤4）中，粗抛选用的原料及用量为：磷酸300—350mL/L，硝酸230—

280mL/L，清水400—550mL/L，粗抛时间为5—8min。

[0026] 优选的，所述步骤4）中，细抛选用的原料及用量为：磷酸310—330mL/L，硝酸180—

210mL/L，双氧水80—110mL/L，稳定剂45—60mL/L，缓蚀剂10—20mL/L，清水280—460mL/L，

细抛时间为8—10min。

[0027] 优选的，所述步骤5）中，电解液的质量比为浓硝酸10%—15%、浓磷酸10%—15%和水

70—80%。

[0028] 优选的，所述步骤5）中，采用高频高压窄脉冲电场对零部件进行等离子电浆抛光，

高频高压窄脉冲电场的形成条件为：电压为220—320V的正向脉冲电压，脉冲频率为10—

20KHz，正向脉冲占空比为15%—60%。

[0029] 优选的，所述步骤7）之后，对零部件进行钝化处理，预先准备好的浓度为10％的硝

酸溶液的钝化池中再将零部件浸入中，浸泡时间为5分钟，环境温度在20度，对于不锈钢零

部件氯离子浓度小于25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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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优选的，所述钝化处理之后，进行超声波清洗，将零部件置于水中，超声振动时间

为10—15分钟，超声振动温度为30—50℃。

[0031] 优选的，所述超声波清洗之后，对零部件擦干或烘干，用压缩空气吹去零部件表面

的水分，并用白色绒布擦  干表面的残留水分，采用热氮气或电加热炉烘干零部件表面水分

以保证零部件表面色泽均匀无水斑。

[0032]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工艺具有以下特点：

[0033] （1）电解抛光表面可达镜面级光泽，一般表面粗糙度可达Ra＝0.1—0.5μm，最高可

达Ra＝0.05μm；

[0034] （2）化学抛光表面将生成钝化膜，可提高表面抗腐蚀性能；

[0035] （3）抛光的表面不会产生变质层，无附加应力，并可去除或减小原有的应力层，不

产生剥离层；

[0036] （4）对难于用机械抛光的硬质材料、软质材料以及薄壁、形状复杂、细小的零件和

制品都能加工；

[0037] （5）抛光时间短，而且可以多件同时抛光，生产效率高；

[0038] （6）电解抛光所能达到的表面粗糙度与原始表面粗糙度有关，在一定的表面精度

范围内可提高两级。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种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零部件除油

[0043] 用脱脂剂或丙酮采用刷子或百洁布擦  洗除去零部件表面局部重厚油污；

[0044] 2）零部件水洗

[0045] 用高压水枪罐以纯水来漂洗零部件表面两次，对有重油污的零部件采用高温纯

水，温度为40℃；

[0046] 3）表面抛光

[0047] 将零部件与介质一起放入行星滚抛机滚筒内进行滚抛，所述介质的质量比为煤油

15%、抛光剂25%、钢丸50%、水10%，滚抛时间为30分钟；

[0048] 4）化学抛光

[0049] 使用化学药剂分别进行粗抛和精抛，化学药剂为硝酸和硝酸的混合液，时间为5分

钟；

[0050] 5）电解质等离子抛光

[0051] 以零部件为阳极，与直流稳压电源正极相连，浸入电解液中；以铂片为阴极，与直

流稳压电源负极相连；两者相距一定距离浸入电解液中，电解液以硝酸﹑磷酸为基本成分，

浸入电解抛光液中以3A的电流进行抛光，抛光温度为-5℃；

[0052] 6）浸酸

[0053] 将零部件浸泡在预先准备好的浓度为3％硝酸水溶液酸洗池中，酸洗浸泡时间应

根据零部件表面的实际情形，在30分钟以上，环境温度为10℃，氯离子浓度小于25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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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7）表面清洗

[0055] 用高压水枪罐以纯水来漂洗零部件表面两次。

[0056] 所述步骤4）中，粗抛选用的原料及用量为：磷酸300mL/L，硝酸230mL/L，清水

400mL/L，粗抛时间为5min；细抛选用的原料及用量为：磷酸310mL/L，硝酸180mL/L，双氧水

80mL/L，稳定剂45mL/L，缓蚀剂10mL/L，清水280mL/L，细抛时间为8min。

[0057] 步骤5）中，电解液的质量比为浓硝酸10%%、浓磷酸10%%和水80%；采用高频高压窄

脉冲电场对零部件进行等离子电浆抛光，高频高压窄脉冲电场的形成条件为：电压为220V

的正向脉冲电压，脉冲频率为10KHz，正向脉冲占空比为15%。

[0058] 步骤7）之后，对零部件进行钝化处理，预先准备好的浓度为10％的硝酸溶液的钝

化池中再将零部件浸入中，浸泡时间为5分钟，环境温度在20度，对于不锈钢零部件氯离子

浓度小于25ppm。

[0059] 钝化处理之后，进行超声波清洗，将零部件置于水中，超声振动时间为10分钟，超

声振动温度为50℃。

[0060] 超声波清洗之后，对零部件擦干或烘干，用压缩空气吹去零部件表面的水分，并用

白色绒布擦  干表面的残留水分，采用热氮气或电加热炉烘干零部件表面水分以保证零部

件表面色泽均匀无水斑

[0061] 实施例2：

[0062] 一种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63] 1）零部件除油

[0064] 用脱脂剂或丙酮采用刷子或百洁布檫洗除去零部件表面局部重厚油污；

[0065] 2）零部件水洗

[0066] 用高压水枪罐以纯水来漂洗零部件表面两次，对有重油污的零部件采用高温纯

水，温度为68℃；

[0067] 3）表面抛光

[0068] 将零部件与介质一起放入行星滚抛机滚筒内进行滚抛，所述介质的质量比为煤油

20%、抛光剂30%、钢丸40%、水10%，滚抛时间为50分钟；

[0069] 4）化学抛光

[0070] 使用化学药剂分别进行粗抛和精抛，化学药剂为硝酸和硝酸的混合液，时间为10

分钟；

[0071] 5）电解质等离子抛光

[0072] 以零部件为阳极，与直流稳压电源正极相连，浸入电解液中；以铂片为阴极，与直

流稳压电源负极相连；两者相距一定距离浸入电解液中，电解液以硝酸﹑磷酸为基本成分，

浸入电解抛光液中以10A的电流进行抛光，抛光温度为30℃；

[0073] 6）浸酸

[0074] 将零部件浸泡在预先准备好的浓度为5％硝酸水溶液酸洗池中，酸洗浸泡时间应

根据零部件表面的实际情形，在30分钟以上，环境温度为30℃，氯离子浓度小于25ppm；

[0075] 7）表面清洗

[0076] 用高压水枪罐以纯水来漂洗零部件表面两次。

[0077] 步骤4）中，粗抛选用的原料及用量为：磷酸350mL/L，硝酸280mL/L，清水550m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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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抛时间为8min；细抛选用的原料及用量为：磷酸330mL/L，硝酸210mL/L，双氧水110mL/L，

稳定剂60mL/L，缓蚀剂20mL/L，清水460mL/L，细抛时间为10min。

[0078] 步骤5）中，电解液的质量比为浓硝酸15%、浓磷酸15%和水70%；采用高频高压窄脉

冲电场对零部件进行等离子电浆抛光，高频高压窄脉冲电场的形成条件为：电压为320V的

正向脉冲电压，脉冲频率为20KHz，正向脉冲占空比为60%。

[0079] 步骤7）之后，对零部件进行钝化处理，预先准备好的浓度为10％的硝酸溶液的钝

化池中再将零部件浸入中，浸泡时间为5分钟，环境温度在20度，对于不锈钢零部件氯离子

浓度小于25ppm。

[0080] 钝化处理之后，进行超声波清洗，将零部件置于水中，超声振动时间为15分钟，超

声振动温度为30℃。

[0081] 超声波清洗之后，对零部件擦干或烘干，用压缩空气吹去零部件表面的水分，并用

白色绒布擦  干表面的残留水分，采用热氮气或电加热炉烘干零部件表面水分以保证零部

件表面色泽均匀无水斑

[0082] 实施例3：

[0083] 一种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84] 1）零部件除油

[0085] 用脱脂剂或丙酮采用刷子或百洁布檫洗除去零部件表面局部重厚油污；

[0086] 2）零部件水洗

[0087] 用高压水枪罐以纯水来漂洗零部件表面两次，对有重油污的零部件采用高温纯

水，温度为54℃；

[0088] 3）表面抛光

[0089] 将零部件与介质一起放入行星滚抛机滚筒内进行滚抛，所述介质的质量比为煤油

18%、抛光剂28%、钢丸44%、水10%，滚抛时间为40分钟；

[0090] 4）化学抛光

[0091] 使用化学药剂分别进行粗抛和精抛，化学药剂为硝酸和硝酸的混合液，时间为8分

钟；

[0092] 5）电解质等离子抛光

[0093] 以零部件为阳极，与直流稳压电源正极相连，浸入电解液中；以铂片为阴极，与直

流稳压电源负极相连；两者相距一定距离浸入电解液中，电解液以硝酸﹑磷酸为基本成分，

浸入电解抛光液中以6A的电流进行抛光，抛光温度为20℃；

[0094] 6）浸酸

[0095] 将零部件浸泡在预先准备好的浓度为4％硝酸水溶液酸洗池中，酸洗浸泡时间应

根据零部件表面的实际情形，在30分钟以上，环境温度为20℃，氯离子浓度小于25ppm；

[0096] 7）表面清洗

[0097] 用高压水枪罐以纯水来漂洗零部件表面两次。

[0098] 步骤4）中，粗抛选用的原料及用量为：磷酸325mL/L，硝酸255mL/L，清水475mL/L，

粗抛时间为6min；细抛选用的原料及用量为：磷酸320mL/L，硝酸195mL/L，双氧水95L/L，稳

定剂52mL/L，缓蚀剂15mL/L，清水370mL/L，细抛时间为9min。

[0099] 步骤5）中，电解液的质量比为浓硝酸12%、浓磷酸13%和水75%；采用高频高压窄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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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电场对零部件进行等离子电浆抛光，高频高压窄脉冲电场的形成条件为：电压为270V的

正向脉冲电压，脉冲频率为15KHz，正向脉冲占空比为38%。

[0100] 步骤7）之后，对零部件进行钝化处理，预先准备好的浓度为10％的硝酸溶液的钝

化池中再将零部件浸入中，浸泡时间为5分钟，环境温度在20度，对于不锈钢零部件氯离子

浓度小于25ppm。

[0101] 钝化处理之后，进行超声波清洗，将零部件置于水中，超声振动时间为12分钟，超

声振动温度为40℃。

[0102] 超声波清洗之后，对零部件擦干或烘干，用压缩空气吹去零部件表面的水分，并用

白色绒布擦  干表面的残留水分，采用热氮气或电加热炉烘干零部件表面水分以保证零部

件表面色泽均匀无水斑。

[0103] 本发明的工艺具有以下特点：电解抛光表面可达镜面级光泽，一般表面粗糙度可

达Ra＝0.1—0.5μm，最高可达Ra＝0.05μm；化学抛光表面将生成钝化膜，可提高表面抗腐蚀

性能；抛光的表面不会产生变质层，无附加应力，并可去除或减小原有的应力层，不产生剥

离层；对难于用机械抛光的硬质材料、软质材料以及薄壁、形状复杂、细小的零件和制品都

能加工；抛光时间短，而且可以多件同时抛光，生产效率高；电解抛光所能达到的表面粗糙

度与原始表面粗糙度有关，在一定的表面精度范围内可提高两级。

[0104]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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