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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

艺，属于轴类加工技术领域。该减速器输入轴的

加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下料、正火、粗加工、对

毛坯表面进行碳氮共渗处理、热处理、利用高频

设备对销孔区进行高频退火、精加工、入库，对粗

加工工序进行了合理安排，碳氮共渗处理中毛坯

在864～876℃下强渗4.5～5.5h，扩散时间为0.8

～1.2h。热处理中，淬火温度为846℃～857℃，时

间为0.45～0.53h，回火温度为180～210℃，时间

为1.8～2.2h，精加工包括磨削每个轴段的外圆

和磨削齿。本发明通过对加工工艺进行合理安

排，减小内花键的变形，提高了内花键的硬度和

强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10142577 A

2019.08.20

CN
 1
10
14
25
77
 A



1.一种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毛坯下料；

2)正火；

3)粗加工；

a：以所述毛坯的左端面为粗基准，依次粗车右端面、粗车外圆以及钻右端的中心孔，保

证所述毛坯总长度留有后续加工余量，毛坯粗车后形成多个不同直径的轴段；

b：以经过粗车后的所述外圆作为新的基准加工所述毛坯的左端面和左端的中心孔；

c：以两端的中心孔作为精基准，对所述外圆进行精车，每个所述轴段的直径均留有加

工余量0.4～0.5mm，完成所述外圆的精车之后，以精车之后的所述外圆作为精基准，利用硬

质合金钻头在右端的轴段的圆周上依次钻三个销孔，三个所述销孔沿毛坯的圆周均匀分

布；

d：以精车之后的所述外圆作为精基准，在右端的轴段的端部沿其轴线方向钻花键孔，

然后在花键孔内进行拉花键；

e：在直径最大的轴段的圆周上滚齿；

4)将所述毛坯放入多用炉中，对所述毛坯表面进行碳氮共渗处理，所述毛坯在864～

876℃下强渗4.5～5.5h，扩散时间为0.8～1.2h；

5)热处理，将所述毛坯硬度调质至56～62HRC，淬火温度为846℃～857℃，时间为0.45

～0.53h，回火温度为180～210℃，时间为1.8～2.2h；

6)利用高频设备对所述销孔所在位置处的毛坯进行高频退火；

7)精加工，精加工包括磨削每个所述轴段的外圆和磨削所述齿；

8)去毛刺，检验入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毛坯材

料选择20CrMnTi。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毛坯选

用锻造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采用等温正

火工艺，将所述毛坯加热奥氏体化后进行保温，保温完成后将所述毛坯坯冷至550～600℃，

等温保持，然后空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毛坯在

870℃下强渗5h，扩散1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淬火温度为

850℃，时间为0.5h，回火温度为200℃，时间为2h。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淬火的介质

为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高频设备输

入电流最大值为720～740A，加热时间为2S，保温时间为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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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轴类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输入轴作为减速器的关键零件之一，在工作中不仅传递扭矩，还要承受较大的弯

曲应力、接触应力以及一定的冲击。如图1所示的一种减速器的输入轴，该输入轴的孔内设

置有内花键2，沿输入轴径向设有用于定位动力装置输出轴的销孔1，销孔1有三个且均匀分

布在输入轴的圆周上，动力装置通过内花键2和销孔1来将动力传递给减速器，可以提高输

入轴的使用寿命，并用于传递较大大的动力。

[0003] 传统的输入轴的加工工艺过程为：下料→正火→粗加工→碳氮共渗→钻销孔→调

质→销孔区快速盐浴退火→发黑→精加工。由于销孔1的设置，在加工销孔1时，使得内花键

2有变形的倾向且内花键2的硬度和强度达不到要求，影响产品的质量，严重时会导致内花

键2断裂，造成危险。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能够减小内花键的变形，

提高内花键的硬度和强度。

[0005]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毛坯下料；

[0008] 2)正火；

[0009] 3)粗加工；

[0010] a：以所述毛坯的左端面为粗基准，依次粗车右端面、粗车外圆以及钻右端的中心

孔，保证所述毛坯总长度留有后续加工余量，毛坯粗车后形成多个不同直径的轴段；

[0011] b：以经过粗车后的所述外圆作为新的基准加工所述毛坯的左端面和左端的中心

孔；

[0012] c：以两端的中心孔作为精基准，对所述外圆进行精车，每个所述轴段的直径均留

有加工余量0.4～0.5mm，完成所述外圆的精车之后，以精车之后的所述外圆作为精基准，利

用硬质合金钻头在右端的轴段的圆周上依次钻三个销孔，三个所述销孔沿毛坯的圆周均匀

分布；

[0013] d：以精车之后的所述外圆作为精基准，在右端的轴段的端部沿其轴线方向钻花键

孔，然后在花键孔内进行拉花键；

[0014] e：在直径最大的轴段的圆周上滚齿；

[0015] 4)将所述毛坯放入多用炉中，对所述毛坯表面进行碳氮共渗处理，所述毛坯在864

～876℃下强渗4.5～5.5h，扩散时间为0.8～1.2h；

[0016] 5)热处理，将所述毛坯硬度调质至56～62HRC，淬火温度为846℃～  857℃，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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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0.53h，回火温度为180～210℃，时间为1.8～2.2h；

[0017] 6)利用高频设备对所述销孔所在位置处的毛坯进行高频退火；

[0018] 7)精加工，精加工包括磨削每个所述轴段的外圆和磨削所述齿；

[0019] 8)去毛刺，检验入库。

[0020] 作为优选，步骤1)中，所述毛坯材料选择20CrMnTi。

[0021] 作为优选，步骤1)中，所述毛坯选用锻造件。

[0022] 作为优选，步骤2)中，采用等温正火工艺，将所述毛坯加热奥氏体化后进行保温，

保温完成后将所述毛坯坯冷至550～600℃，等温保持，然后空冷。

[0023] 作为优选，步骤4)中，所述毛坯在870℃下强渗5h，扩散1h。

[0024] 作为优选，步骤5)中，淬火温度为850℃，时间为0.5h，回火温度为  200℃，时间为

2h。

[0025] 作为优选，步骤5)中，淬火的介质为油。

[0026] 作为优选，步骤6)中，高频设备输入电流最大值为720～740A，加热时间为2S，保温

时间为5S。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8] 本发明提供的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为毛坯下料、正火、粗加工、对毛坯表面进

行碳氮共渗处理、热处理、利用高频设备对销孔区进行高频退火、精加工，在粗加工中，销孔

的钻削在花键孔的钻削之前，使得销孔的钻削在实体轴上进行，减小销孔在加工中的变形，

提高了销孔处的强度，每个轴段的加工余量为0.4～0.5mm，能够减小后续加工中毛坯的变

形量，毛坯在864～  876℃下强渗4.5～5.5h，扩散时间为0.8～1.2h，大大增加了毛坯的韧

性和强度，毛坯的淬火温度为846℃～857℃，时间为0.45～0.53h，回火温度为180～  210

℃，时间为1.8～2.2h，使得毛坯的表面硬度更高，耐磨性更好，并且利用多用炉对毛坯进行

碳氮共渗处理后可直接进行热处理，两道工步之间连续进行没有间隔减少了输入轴的变形

倾向，利用高频退火设备退火，对毛坯可以可靠夹持，保证了销孔区的加热区域和热影响

区，使得内花键处的硬度得以受控，由此，减小了内花键的变形，提高了内花键的硬度和强

度。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减速器输入轴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加工的输入轴，该输入轴上设有内花键2和沿输入轴径向设

置的销孔1。

[0033] 为了减小输入轴的变形，提高内花键2的硬度，进而提高输入轴的质量和使用寿

命，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34] 1)下料，毛坯选择锻造件，锻造件韧性和刚性较大，并且比较经济。毛坯材料选择

20CrMnTi，20CrMnTi具有良好的加工性，加工变形微小，抗疲劳性能好，正火后可切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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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便于后续的加工。

[0035] 2)正火，采用等温正火工艺，将毛坯加热奥氏体化后进行保温，保温完成后将毛坯

坯冷至550～600℃，等温保持，使过冷奥氏体在此温度范围内转变完毕，得到较细的珠光体

组织，然后空冷，以获得较好的加工性能和力学性能。

[0036] 3)粗加工

[0037] a：以毛坯的左端面为粗基准，依次粗车右端面、粗车外圆以及钻右端的中心孔，保

证毛坯总长度留有后续加工余量，根据零件加工要求毛坯粗车后形成多个不同直径的轴

段；

[0038] b：以经过粗车后的外圆作为新的基准加工毛坯的左端面和左端的中心孔；

[0039] c：以两端的中心孔作为精基准，对外圆进行精车，每个轴段的直径均留有加工余

量0.4～0.5mm，使后续加工时毛坯的变形量更小。完成外圆的精车之后，以精车之后的外圆

作为精基准，利用硬质合金钻头在右端的轴段的圆周上依次钻三个销孔，三个所述销孔沿

毛坯的圆周均匀分布，硬质合金钻头钻孔具有加工精度高，光洁度好的特点，车削外圆时，

要先加工大直径，再加工小直径，以免降低轴的刚度；

[0040] d：以精车之后的外圆作为精基准，在右端的轴段的端部沿其轴线方向钻花键孔，

然后在花键孔内进行拉花键，内花键2选用拉床加工，生产效率高，且能保证加工精度，销孔

钻削安排在花键孔的钻削之前，在实体轴上钻削销孔，减小了销孔处的变形；

[0041] e：在直径最大的轴段的圆周上；

[0042] 4)将毛坯放入多用炉中，对毛坯表面进行碳氮共渗处理，毛坯在864～  876℃下强

渗4.5～5.5h，扩散时间为0.8～1.2h。优选地，输入轴在870℃下强渗5h，扩散1h，使毛坯的

韧性和强度达到最佳。

[0043] 5)热处理，利用多用炉对毛坯进行碳氮共渗处理后，可在多用炉中直接进行热处

理，两道工序连续进行，能够减小内花键2的变形。调质至  56～62HRC，淬火温度为846℃～

857℃，时间为0.45～0.53h，回火温度为  180～210℃，时间为1.8～2.2h。优选地，淬火温度

为850℃，时间为0.5h，淬火的介质为油，油作为淬火介质使得输入轴冷却速度慢，淬火后输

入轴表面光亮。回火温度为200℃，时间为2h。

[0044] 6)利用高频设备对销孔所在位置处的毛坯进行高频退火，高频设备输入电流最大

值为720～740A，加热时间2S，保温时间5S。高频设备带有双顶尖工装固定装置，对毛坯进行

可靠夹持，能够有利于保证加热区域及热影响区，进而便于内花键2处的硬度得到控制。

[0045] 8)精加工，精加工包括磨削每个轴段的外圆和磨削齿，每段轴留有加工余量0.4～

0.5mm以便磨外圆时将变形量修正过来，即通过磨外圆的过程可以将输入轴校直，进一步提

高尺寸精度、减小形位公差。由于加工余量很小，磨削时打破输入轴内部的应力平衡状态产

生的变形也比较小，可以达到输入轴的加工要求。此外在磨削之前在磨床的冷却液中加入

研磨机。

[0046] 9)去毛刺，检验合格后，清洗后入库。

[0047] 内花键2的变形通过内花键2处的输入轴的外圆相对输入轴端部中心孔的跳动间

接反映，即通过测量花键处的输入轴的外圆相对中心孔的跳动确定内花键2的变形情况。内

花键2所对应的输入轴外圆处的硬度间接的反映内花键2处的硬度，即通过测量内花键2所

对应的输入轴外圆处的硬度，可以确定内花键2的硬度是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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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本发明中减速器输入轴的加工工艺依次为下料、正火、粗加工、对毛坯表面进行碳

氮共渗处理、热处理、利用高频设备对销孔区进行高频退火、精加工，减小了内花键的变形，

提高了内花键的硬度和强度。

[0049]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的技术原理。这些描述只是为了解释本发明的

原理，而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基于此处的解释，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即可联想到本发明的其它具体实施方式，这些方式都将落入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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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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