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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

轴的制造方法，从曲轴原料的选择、平衡块边角、

精加工前的调质处理、精加工后的退火处理、抛

丸强化、粗滚研加工、离子氮化和精滚研均进行

了优化，使曲轴各部位的表面更加的光滑，减小

高速运动时的阻力，同时能减小曲轴在工作中对

润滑油的搅动，减小气泡产生，有助于润滑油快

速回流，有助于油位的稳定，去除表面的由于抛

丸、氮化引起硬化尖点，有利于提高润滑油洁净

度，提高曲轴的抗氧化性，增强曲轴表面抗电化

学腐蚀的能力，经过上述方法生产的赛车曲轴，

能够使改装后的普通商用车引擎输出马力2000

匹以上，转速超100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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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曲轴进行抛丸强化；

将曲轴进行粗滚研加工；

将曲轴进行离子氮化处理；

将曲轴进行精滚研加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曲轴的原料为C  0.2‑0.28％、Si  0.1‑0.35％、Mn  0.4‑0.7％、Ni≤0.3％、Cr  3‑3.5％、Mo 

0.5‑0.7％、Cu≤0.2％、Sn≤0.03％、P＜0.012％、S＜0.006％、O＜0.002％、N＜0.007％、H

＜0.00015％和Fe。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原料连铸成材后经过二次重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原料在精加工前进行调质处理，所述调质处理的过程是：在890－910℃的温度条件下进行

淬火，在580－610℃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回火。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原料在精加工后进行退火处理，所述退火处理的过程是：在580±20℃的温度条件下进行退

火。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抛丸强化的过程是：抛丸为1‑2mm的强化钢丸，抛丸时间为10‑20min。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粗滚研加工的过程是：采用卧式震动滚研机，磨料采用棕刚玉，磨料尺寸为15×15mm，磨液

采用含5％金属加工液的水溶液。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离子氮化的过程是：

曲轴以1‑2℃/min的加热速度升至490℃,保温1小时后,通入氮气与氢气的混合气体,

气体流量比为3:1,混合气体流量控制在1.4L/min,气压为200‑300Pa；

温度继续以小于1℃/min的速度升至510℃,保温20小时,电压为650‑700V；

保持炉内气氛不变，缓慢降温至400℃以下，断开电源随炉冷却至150℃以下出炉。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精滚研加工的过程是：采用卧式震动滚研机，磨料采用圆柱陶瓷颗粒，磨料尺寸为Φ5mm×

15mm，磨液采用含5％金属加工液的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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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赛车用曲轴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竞技体育比赛使用的发动机具有高马力、高转速、快速响应的特点，而传统商用车

发动机无法满足比赛要求，专门设计制作专用发动机又会花费巨大的研发成本。因此，对现

有发动机进行改造，从而达到比赛使用需求成为一种合适的方式。发动机改造中曲轴的改

造是其中一个核心重点，传统商用车发动机设计马力一般不超过400匹，转速不超过

7000rpm，百公里加速时间不小于2s，其曲轴在设计时以经济、耐用为主，抗拉强度一般不超

过1000MPa，整体质量偏重，多采用铸造零件；而以400米直线加速赛为例，赛车马力会达到

2000匹以上，转速超10000rpm，400米加速达到7秒以内，曲轴设计以高强度、耐冲击、低重量

为主，抗拉强度大于1000MPa。因此，依据现有发动机箱体结构、优化设计制造一种专门针对

赛车比赛用曲轴是需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

[0004] 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留空，定稿后填写。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08] 本发明中，从曲轴原料的选择、平衡块边角、精加工前的调质处理、精加工后的退

火处理、抛丸强化、粗滚研加工、离子氮化和精滚研均进行了优化，使曲轴各部位的表面更

加的光滑，减小高速运动时的阻力，同时能减小曲轴在工作中对润滑油的搅动，减小气泡产

生，有助于润滑油快速回流，有助于油位的稳定，去除表面的由于抛丸、氮化引起硬化尖点，

有利于提高润滑油洁净度，提高曲轴的抗氧化性，增强曲轴表面抗电化学腐蚀的能力，经过

上述方法生产的赛车曲轴，能够使改装后的普通商用车引擎输出马力2000匹以上，转速超

10000rpm。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的曲轴的轴向的视图；

[0010] 图2是配重块边角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3是成品各部位的对比图(左侧列为本发明，右侧列为传统方法)；

[0012] 图4是曲轴表面放大对比图(左侧列为传统方法，右侧列为本发明)；

[0013] 图5是电化学原理图；

[0014] 图6是氮化后尖角处微观显微缺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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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6] 一种赛车用高转速发动机曲轴的制造方法，本发明的创新在于，包括以下步骤：将

曲轴进行抛丸强化；将曲轴进行粗滚研加工；将曲轴进行离子氮化处理；将曲轴进行精滚研

加工。

[0017] 其中，根据赛车曲轴的这些特点，在制造时有针对性的对曲轴材料进行优化以满

足使用需求。曲轴的原料为C  0.2‑0.28％、Si  0.1‑0.35％、Mn  0.4‑0.7％、Ni≤0.3％、Cr 

3‑3.5％、Mo  0.5‑0.7％、Cu≤0.2％、Sn≤0.03％、P＜0.012％、S＜0.006％、O＜0.002％、N

＜0.007％和H＜0.00015％，余量为Fe。原料经连铸成材后需经二次重熔进一步净化杂质。

[0018] 出厂锻造棒材的原始状态为锻造退火态，经超声探伤合格后进行粗加工。粗加工

后的零件需进行调质处理，以发挥材料的最大能力。不同的调质处理参数严重影响曲轴最

终的性能，合理优化调质工艺是非常重要的。调质处理的过程是：淬火加热温度为890－910

℃(400℃以下没有要求，超过400℃为≤3℃/s))，保温时间为1.5‑2小时，油淬；回火温度为

580－610℃(400℃以下没有要求，超过400℃为≤3℃/s)，保温时间为3‑5小时。调质后材料

的组织为回火索氏体，晶粒度大于6级。抗拉强度大于1000MPa，伸长率大于15％，断面收缩

率大于48％，冲击功大于150J。

[0019] 调质后精加工曲轴，完成后需进行去应力退火，退火目的是去除曲轴在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残余应力，以保证后续使用中的稳定性。退火处理需根据后续离子氮化的工艺进

行综合设计，以避免材料强度的损失。退火处理的过程是：退火温度580±20℃(400℃以下

没有要求，超过400℃为≤3℃/s)，保温时间为3小时，随炉冷却。

[0020] 退火后对曲轴进行抛丸处理，抛丸采用1mm强化钢丸，抛丸时间为15分钟。抛丸的

目的是对曲轴施加一个表面压应力，以提高曲轴的疲劳强度。根据实际检测，抛丸后表面残

余压应力在距表面0.1mm左右处为最大值，所以抛丸后精磨加粗滚研的加工余量控制在轴

径0.2mm以内。

[0021] 粗滚研的目的是初步去除曲轴各处的毛刺、倒圆锐边，同时提高曲轴表面清洁度，

减少后序离子氮化时可能发生的打弧现象。滚研采用卧式震动滚研机，磨料采用棕刚玉，磨

料尺寸为15×15mm，磨液采用含5％金属加工液(采购成型产品)的水溶液，滚研时间为6小

时。

[0022] 粗滚后经高压清洗去除曲轴表面污渍，装炉进行离子氮化，离子氮化的过程是：

[0023] 将清洗后的曲轴竖直放在离子氮化炉的阴极托盘上。由于前期对曲轴的调质、去

应力回火工艺进行了相应的优化设计，曲轴氮化无须特殊工装，氮化后能够保证曲轴径向

跳动小于0.03mm。

[0024] 开始氮化后曲轴以1‑2℃/min的加热速度升至490℃,保温1小时后,通入氮气与氢

气的混合气体,气体流量比为3:1,混合气体流量控制在1.4L/min,气压为200‑300Pa。温度

继续以小于1℃/min的速度升至510℃,保温20小时,电压为650‑700V。氮化结束后，保持炉

内气氛不变，缓慢降温至400℃以下，断开电源随炉冷却至150℃以下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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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氮化后能在曲轴表面形成大于0.01mm的白亮硬化层，总渗层深度大于0.3mm。渗层

金相组织评级小于2级。

[0026] 将氮化后的曲轴放入卧式震动滚研机，进行精细滚研处理。滚研仍使用卧式震动

滚研机，磨料采用圆柱陶瓷颗粒，尺寸为Φ5mm×15mm，滚研时间为24小时，磨液采用含5％

金属加工液(采购成型产品)的水溶液。由于离子氮化工艺在设计时为精滚研预留了加工余

量，所以精滚加工并不会影响表面氮化效果。精滚后曲轴表面精度提高2个级别。

[0027] 如图1、2所示，曲柄臂1上设置曲柄轴颈2，曲柄臂上一体设置有配重块3，每个配重

块两侧的边角处的截面为梯形的形状。

[0028] 经过上述方法制得的成品经过检测，平衡块的表面粗糙度见表1：

[0029] 表1：表面粗糙度检测记录表(μm)

[0030]

[0031] 从表1可知，使用上述方法后，提高了曲轴的抗氧化性，减小高速运动时的阻力，同

时能减小曲轴在工作中对润滑油的搅动，减小气泡产生，有助于润滑油快速回流，有助于油

位的稳定。由于曲轴特别是配重块的表面质量得到提高，能够去除表面的由于抛丸、氮化引

起硬化尖点，有利于提高润滑油洁净度。

[0032] 上述技术效果具体描述如下：

[0033] 1 .降低曲轴转动时受到的阻力。精滚提高了曲轴的表面光洁度，将配重块抛丸面

的表面粗糙度等级提高1级，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外形的过渡圆弧及圆弧的光洁度，见图

3。

[0034] 根据流体阻力公式f＝kv(f为流体阻力，k为阻力系数，v为相对运动速度)，可知曲

轴运动时受到的阻力与转速、阻力系数成正比。强化后的发动机必然会提高转速，提高转速

必然会增加曲轴配重块在旋转时受到的空气和润滑油的阻力。那么尽可能的减小流体阻

力，则会为提高发动机的工作效率提高重要帮助。从流体阻力公式中可知，降低阻力系数是

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减小运动物体的面积、表面粗糙度以及优化曲轴外形可以达到降低阻

力系数的目的。从图3可以明显看出，精滚后配重块表面粗糙度等级得到了提高，曲轴外形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进而达到了减小流体阻力的目的。

[0035] 2.提高曲轴的抗氧化性。氧化过程是氧原子与金属反应、扩散的过程。这一过程的

影响因素有温度、湿度、材料、接触面积、接触时间等。针对同一发动机的同型号曲轴而言温

度、湿度、材料成分(主要是表面材料成分)、接触时间不会出现明显变化，而通过减小曲轴

与氧的接触面积可以提高其抗氧化的性能。配重块部分由于是抛丸后的表面，表面粗糙度

比较高，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相对于轴径的高精度面更容易被氧化。经过精滚工艺加工

后，配重块表面粗糙度等级得到了提高，减小了比表面积，从而可以达到提高抗氧化的目

的。

[0036] 3.增强曲轴表面抗电化学腐蚀的能力。电化学腐蚀的原理见图5，由原理可知曲轴

产生电化学腐蚀需满足三个条件：存在电极电位差、有电解液(含氧)、相互联通。图4为精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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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表面变化示意图，图4为精滚前后表面在100倍发大镜下宏观形貌变化图。从图4可以直

观的看到精滚加工对表面凹凸起伏的改善情况，左侧精滚前图中黑色部位是表面低点，基

本看不到低点位置的具体形貌；白色部位为表面高点，可以看出高低位差比较大，已经超出

了镜头景深范围。右侧精滚后的图片可见高低位置的宏观形貌均在可视范围，表面凹凸程

度大大降低。

[0037] 未经精滚的曲轴表面的这种高低位差，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电极位差，而润滑油

若产生酸性物质并附着在配重块表面，就形成了局部微观尺度的电池系统，会造成曲轴表

面电化学腐蚀。而经过精滚加工后，这种高低位差被缩短，凹坑尺寸减小，不易形成微电池

环境，能提高曲轴的抗电化学腐蚀能力。

[0038] 4.去除表面硬质点。无论是气体氮化还是离子氮化，在被氮化表面的边角、尖端部

位都容易造成渗氮层的显微组织缺陷，见图6。这种缺陷通常需要通过增加或加大过渡圆角

来去除。而配重块表面由于经过抛丸处理后，不再进行表面的精整加工，表面存在大量的凸

起或尖点。这种容易在氮化后出现微米尺寸的显微缺陷，这种缺陷具有硬、脆、抗疲劳能力

差的特点，在后续装机运行中容易脱落进入油路系统，再经油路系统附着到曲轴轴径表面，

造成曲轴磨损，影响曲轴使用寿命。而经过精滚后的配重块表面，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好的改

善，硬质尖点被提前去除，能一定程度的提高曲轴的使用寿命。

[0039] 应用实施例

[0040] 例如2JZ‑GTE丰田发动机，原厂参数为280HP/5600rpm，未使用本曲轴强化方法改

装后，能达到811HP/6980rpm(2018.D1中国大奖赛10月冠军的数据)，而使用本发明方法后

可提高到1200HP/8000rpm(本公司马力机试验数据)。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3681236 A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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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13681236 A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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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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