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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涉及

行星架加工技术领域，旨在解决抛丸机处理的随

机性较大，容易导致行星架的氧化皮处理不彻底

的技术问题，其技术方案要点是通过基础的抛丸

机抛光，并对行星架表面通过高压水进行清洗，

把上面附着的氧化皮去除，然后进行二次喷砂细

致处理，最后通过高压气流去屑；提高行星架氧

化皮处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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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01：基础抛光，把若干行星架进行第一次抛丸处理；

S02：高压去皮，把经过基础抛光过的若干行星架沿传输带穿过高压清洗装置进行清

洗；使用高压水枪以360°环绕式对传输带上的行星架进行高压水流冲击，高压水枪的水射

角度与运输带呈25°‑30°夹角。

S03：二次抛光，把经过高压去皮的行星架进行烘干处理后，进行喷砂处理；

S04：气流去屑，通过强风把经过二次抛光处理的行星架表面的碎屑去除；

S05：包装，最终把抛光好的行星架进行包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1中的抛丸

采用履带式抛丸机、吊钩式抛丸机和转台式抛丸机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1的抛丸时

间设置优选为3min‑5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2中的高压

水枪的水射压力优选为50Mpa‑70Mpa。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3中的喷砂

采用环保型喷砂机和液体喷砂机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3的喷砂时

间设置优选为5min‑8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4中的气流

去屑的功率设置为2000W‑25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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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行星架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行星架是行星齿轮传动装置的主要构件之一，行星轮轴或者轴承就装在行星架

上；当行星轮作为基本构件时，它是机构中承受外力矩最大的零件。

[0003] 现有公开号为CN105855439A的中国专利，提供了一种行星架的加工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S1、选用直径为194mm，厚度为52mm的圆柱体钢料；S2、将步骤1的毛坯件放入中频加

热炉加热；S3、利用空气锤对步骤2得到工件进行拔锤；S4、将拔锤后的工件放入摩压机内的

成型模具热锻；S5、利用冲床对热锻后的工件进行切边、热校处理；S6、将热校后的工件进行

热处理；S7、清理氧化皮；S8、包装零件。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现有的行星架在锻造中经过氧化皮清理这

一步骤，通常采用抛丸机进行抛丸处理，但抛丸机处理的随机性较大，容易导致行星架的氧

化皮处理不彻底，处理效果较差，故有待改善。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其具

有提高行星架氧化皮处理的效果的优势。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01：基础抛光，把若干行星架进行第一次抛丸处理；

[0009] S02：高压去皮，把经过基础抛光过的若干行星架沿传输带穿过高压清洗装置进行

清洗；

[0010] S03：二次抛光，把经过高压去皮的行星架进行烘干处理后，进行喷砂处理；

[0011] S04：气流去屑，通过强风把经过二次抛光处理的行星架表面的碎屑去除；

[0012] S05：包装，最终把抛光好的行星架进行包装。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操作人员把行星架放置在抛丸机内，经过一定时间的抛

丸处理后，行星架表面上的大部分氧化皮脱落，少量粘附在行星架表面的氧化皮在高压水

枪的水流射击下完全从行星架上剥落；提高了行星架氧化皮处理的效果。

[0014] 此时行星架上还残余少量氧化皮，在行星架被高压水枪冲洗后，自然烘干后，放入

喷砂机内，通过喷砂的方式，去除行星架表面上死角处的氧化皮，进一步提高了行星架氧化

皮处理的效果，最终通过高压气流把死角处脱落的氧化皮全部吹离行星架。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S01中的抛丸采用履带式抛丸机、吊钩式抛丸机和

转台式抛丸机中的一种。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履带式抛丸机大多适用于压铸件、精密铸件、精密锻件等

的清理，去除热处理件、铸件、锻件表面的氧化皮；吊钩式抛丸机大多适用于易碎和形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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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工件；转台式抛丸机适用于中小型工件的表面清理；上述三种类型的抛丸机均比较

适合行星架的抛丸处理。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S01的抛丸时间设置优选为3min‑5min。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抛丸时间的设置一般遵循两个原则，其一为节约能源、降

低能耗；其二为清理干净；在多次实验后取范围值得出抛丸时间优选为3min‑5min；既能保

证行星架表面上的氧化皮被清理，又能节约能源。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S02中的高压去皮，使用高压水枪以360°环绕式对

传输带上的行星架进行高压水流冲击。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行星架在抛丸过程中大部分氧化皮在抛丸的作用下

脱离行星架，少量已脱落的氧化皮依旧粘附在行星架上，通过环绕式的高压水枪对行星架

进行无死角高压水流的射击，把行星架上粘附的氧化皮冲落。

[002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S02中的高压水枪的水射角度与运输带呈25°‑30°

夹角。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高压水枪的冲击水流对行星架的冲击力较大，直角冲击

容易导致行星架表面出现微小凹陷，故通过多次实验调试在高压水枪的水射角度与运输带

呈25°‑30°夹角时，高压水枪技能保持对行星架的冲击效果，又能减少对行星架表面的冲击

力。

[002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S02中的高压水枪的水射压力优选为50Mpa‑

70Mpa。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控制高压水枪的水射压力，达到高压水枪对行星架

表面的冲击效果，但压力的控制又使得水流的冲击力难以对行星架表面造成微小凹陷的情

况发生。

[002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S03中的喷砂采用环保型喷砂机和液体喷砂机中

的一种。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液体喷砂机很好的控制了喷砂加工过程中的粉尘污染，

改善了工作环境；环保型喷砂机采用质量较高的滤芯，提高了除尘效果；保障了行星架的喷

砂作业中的空气环境。

[002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S03的喷砂时间设置优选为5min‑8min。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喷砂时间经过多次实验数据比较，当喷砂时间在5min‑

8min内时，喷砂机不但能达到所预期的抛光效果，且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减少了能源的消

耗浪费。

[002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S04中的气流去屑的功率设置为2000W‑2500W。

[003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2000W‑2500W功率的吹风机把行星架上死角处的氧

化皮吹除，在保证吹除效果的同时，尽可能的保证功率较低，减少了能源消耗，达到了节源

的效果。

[0031]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2] 1、采用了基础的抛丸机抛光，并对行星架表面通过高压水进行清洗，把上面附着

的氧化皮去除，然后进行二次喷砂细致处理，最后通过高压气流去屑；提高行星架氧化皮处

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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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2、采用了对抛丸机、喷砂机和高压水枪的各项参数进行限定，在保证其最终效果

的同时，达到了节源能源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实施例：

[0037] 一种行星架的锻造工艺，参照图1，包括以下步骤：

[0038] S01：基础抛光，把若干行星架通过抛丸机进行第一次抛丸处理，以清理大部分的

氧化皮；

[0039] 抛丸采用转台式抛丸机；抛丸时间设置优选为4min；在保证抛丸效果的情况下，减

少能源的使用。

[0040] S02：高压去皮，把经过基础抛光过的若干行星架沿传输带穿过高压清洗装置进行

清洗；

[0041] 传输带带动行星架向固定方向移动，此时通过若干高压水枪、并以360°环绕式的

方式对传输带上的行星架进行高压水流冲击，利用高压水流与行星架接触时的冲击力把粘

附在行星架表面的、但已经在抛丸机的抛丸作用下脱落的氧化皮去除；

[0042] 其中高压水枪的水射角度与运输带呈30°夹角，减少高压水枪直射后行星架表面

的微微凹陷；

[0043] 高压水枪的水射压力优选为60Mpa，在保证高压水枪的清洗效果的情况下，减少消

耗的功率。

[0044] S03：二次抛光，把经过高压去皮的行星架进行烘干处理后，进行喷砂处理，通过喷

砂处理取出行星架上死角处的氧化皮，喷砂相比较抛丸的对氧化皮的处理更加的细致，效

果更加；

[0045] 喷砂采用环保型喷砂机，在利用喷砂清理氧化皮的情况下，减轻喷砂所导致灰尘

对空气的污染；

[0046] 喷砂时间设置优选为6min；在保证喷砂下清理氧化皮的效果的时，减少能源的使

用。

[0047] S04：气流去屑，设置吹风机的气流输出功率为2300W，通过吹风机气流对二次抛光

处理的行星架表面的碎屑进行强力吹扫；

[0048] S05：包装，最终把抛光好的行星架通过纸箱进行包装，并利用透明胶带封住箱口，

进行运输。

[0049] 工作原理如下：

[0050] 操作人员把行星架放置在抛丸机内，经过一定时间的抛丸处理后，行星架表面上

的大部分氧化皮脱落，少量粘附在行星架表面的氧化皮在高压水枪的倾斜、环绕式的水流

射击下完全从行星架上剥落；提高了行星架氧化皮处理的效果。

[0051] 此时行星架上还残余少量氧化皮，在行星架被高压水枪冲洗后，自然烘干后，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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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砂机内，通过喷砂的方式，去除行星架表面上死角处的氧化皮，进一步提高了行星架氧化

皮处理的效果，最终通过高压气流把死角处脱落的氧化皮全部吹离行星架。

[0052]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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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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