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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

碾环工装，包括：碾环模具及异形芯辊，所述碾环

模具，包括：主辊及与主辊相连的成型模，所述成

型模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圆柱体段、倒圆

台段及辅助支撑段，在倒圆台段与辅助支撑段之

间设置有环形槽，在倒圆台段的底部设置有圆

角；所述异形芯辊，包括：芯轴，在芯轴上从上到

下依次设置有上连接段、成型段及定位台阶，所

述成型段由圆台部与倒圆台部组成，圆台部的大

径端与倒圆台部的大径端相连，并且圆台部的大

径端与倒圆台部的大径端之间以向外凸出的圆

弧面光滑过渡连接。本发明的优点是：不仅能节

省原材料，而且还方便了后续的机加工，大大提

高了后续机加工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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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特征在于：包括：碾环模具及异形芯辊，所

述碾环模具，包括：能够安装在碾环机上的主辊及与主辊相连的成型模，所述成型模包括：

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圆柱体段、倒圆台段及辅助支撑段，圆柱体段的外径尺寸与倒圆台段

顶部的外径尺寸相同，在倒圆台段与辅助支撑段之间设置有环形槽，在倒圆台段的底部设

置有圆角，辅助支撑段的外径尺寸大于圆柱体段的外径尺寸；所述异形芯辊，包括：能够安

装在碾环机上的芯轴，在芯轴上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上连接段、成型段及定位台阶，所述成

型段由圆台部与倒圆台部组成，圆台部的大径端与倒圆台部的大径端相连，并且圆台部的

大径端与倒圆台部的大径端之间以向外凸出的圆弧面光滑过渡连接，在上连接段与成型段

的圆台部之间设置有用于环形锻件向上伸展的上延伸段，在定位台阶与成型段的倒圆台部

之间设置有用于环形锻件向下伸展的下延伸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特征在于：成型模上

的倒圆台段外侧壁的斜度在2°～3°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特征在于：成型模上

的倒圆台段底部的圆角的圆弧半径在30mm～35mm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特征在于：主

辊与成型模之间的连接结构为：在主辊上设置有向外凸出的轴向连接键，在主辊的底壁上

沿着圆周设置有向外延伸的台阶，在成型模中设置有贯穿成型模上下端的第一连接孔，在

第一连接孔的内侧壁上设置有轴向的第一连接槽，在成型模的底壁上设置有向上凹陷的连

接腔，连接腔的内径大于第一连接孔的内径，成型模套装在主辊上，成型模上的第一连接槽

与主辊上的连接键键连接，并且成型模上的连接腔卡设在主辊的台阶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特征在于：在

成型模的顶部设置有压模，压模的外径尺寸与成型模上的圆柱体段的外径尺寸相同，压模

套装在主辊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特征在于：压模与主

辊之间的连接结构为：在主辊上设置有向外凸出的轴向连接键，在主辊的顶壁上沿着圆周

均匀间隔设置有若干螺纹孔，在压模的底壁上设置有向上凹陷的第二连接孔，在第二连接

孔的内侧壁上设置有轴向的第二连接槽，在压模的顶壁上沿着圆周均匀间隔设置有若干通

孔，压模套装在主辊上、并叠装在成型模上，压模上的第二连接槽与主辊上的连接键键连

接，压模上的通孔与主辊上的螺纹孔分别一一对齐，并用螺栓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特征在于：上

连接段的外径尺寸大于上延伸段的外径尺寸，在上连接段与上延伸段之间设置有过渡轴

肩。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特征在于：成

型段上的圆台部与倒圆台部的外侧壁的斜度在9°～10°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特征在于：所

述芯轴的顶端设置为扁式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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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

背景技术

[0002] 在生产大型如图1所示的带有台阶及滚道槽的大型轴承圈时，需要先将坯料用碾

环机轧制成环形锻件，然后再对环形锻件进行机加工，最终在外侧壁上加工出台阶、在内侧

壁上加工出滚道槽。而现有技术轧制环形锻件时主要是采用圆柱形的碾环模具及圆柱形的

芯辊配合后进行轧制，但是这种轧制方法存在以下缺点：圆柱形碾环模具与圆柱形芯模配

合后轧制出来的环形锻件为如图2所示的圆环柱形形状，存在较大的加工余量，这样在后期

进行机加工时，需要切削掉大量的金属层，这样不仅降低了后续机加工的效率，而且还造成

了原材料的浪费，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节约原材料、提高后期加工效率的一种用于生产轴

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

工装，包括：碾环模具及异形芯辊，所述碾环模具，包括：能够安装在碾环机上的主辊及与主

辊相连的成型模，所述成型模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圆柱体段、倒圆台段及辅助支撑

段，圆柱体段的外径尺寸与倒圆台段顶部的外径尺寸相同，在倒圆台段与辅助支撑段之间

设置有环形槽，在倒圆台段的底部设置有圆角，辅助支撑段的外径尺寸大于圆柱体段的外

径尺寸；所述异形芯辊，包括：能够安装在碾环机上的芯轴，在芯轴上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

上连接段、成型段及定位台阶，所述成型段由圆台部与倒圆台部组成，圆台部的大径端与倒

圆台部的大径端相连，并且圆台部的大径端与倒圆台部的大径端之间以向外凸出的圆弧面

光滑过渡连接，在上连接段与成型段的圆台部之间设置有用于环形锻件向上伸展的上延伸

段，在定位台阶与成型段的倒圆台部之间设置有用于环形锻件向下伸展的下延伸段。

[0005]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中，成型模上的倒圆台

段外侧壁的斜度在2°～3°之间。

[0006]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中，成型模上的倒圆台

段底部的圆角的圆弧半径在30mm～35mm之间。

[0007]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中，主辊与成型模之间

的连接结构为：在主辊上设置有向外凸出的轴向连接键，在主辊的底壁上沿着圆周设置有

向外延伸的台阶，在成型模中设置有贯穿成型模上下端的第一连接孔，在第一连接孔的内

侧壁上设置有轴向的第一连接槽，在成型模的底壁上设置有向上凹陷的连接腔，连接腔的

内径大于第一连接孔的内径，成型模套装在主辊上，成型模上的第一连接槽与主辊上的连

接键键连接，并且成型模上的连接腔卡设在主辊的台阶上。

[0008]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中，在成型模的顶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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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压模，压模的外径尺寸与成型模上的圆柱体段的外径尺寸相同，压模套装在主辊上。

[0009]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中，压模与主辊之间的

连接结构为：在主辊上设置有向外凸出的轴向连接键，在主辊的顶壁上沿着圆周均匀间隔

设置有若干螺纹孔，在压模的底壁上设置有向上凹陷的第二连接孔，在第二连接孔的内侧

壁上设置有轴向的第二连接槽，在压模的顶壁上沿着圆周均匀间隔设置有若干通孔，压模

套装在主辊上、并叠装在成型模上，压模上的第二连接槽与主辊上的连接键键连接，压模上

的通孔与主辊上的螺纹孔分别一一对齐，并用螺栓连接。

[0010]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中，上连接段的外径尺

寸大于上延伸段的外径尺寸，在上连接段与上延伸段之间设置有过渡轴肩。

[0011]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中，成型段上的圆台部

与倒圆台部的外侧壁的斜度在9°～10°之间。

[0012]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其中，所述芯轴的顶端设

置为扁式轴端

[0013] 本发明的优点是：轧制出来的环形锻件的结构、形状与最终得到的大型轴承圈的

形状、结构相似，这样就不需要切削掉大量的金属层，不仅大大节省了原材料，而且还方便

了后续的机加工，大大提高了后续机加工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最终加工成型的大型轴承圈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使用传统碾环工装轧制出来的环形锻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图3中主辊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图3中成型模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图3中压模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是图3中异形芯辊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是图7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9是使用图3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环工装轧制出来的环形锻件

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及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3、图4、图5、图6、图7、图8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轴承环锻件的碾

环工装，包括：碾环模具及异形芯辊，所述碾环模具，包括：能够安装在碾环机上的主辊1及

与主辊1相连的成型模2，所述成型模2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圆柱体段21、倒圆台段22

及辅助支撑段23，圆柱体段21的外径与倒圆台段22顶部的外径相同，倒圆台段22的外侧壁

的斜度在2°～3°之间。这样就能使成型模2与坯料之间接触面在轧制过程中逐渐增大，从而

防止成型模2与坯料刚一接触就因摩擦面过大而形成较大的摩擦力而降低环形锻件的轧制

质量。在倒圆台段22与辅助支撑段23之间设置有环形槽24，在倒圆台段22的底部设置有圆

角R，圆角R的圆弧半径在30mm～35mm之间，倒圆台段22上的圆角R能够防止轧制出来的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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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件的台阶处因应力集中而出现裂纹。辅助支撑段23的外径尺寸大于圆柱体段21的外径尺

寸。

[0025] 本实施例中，主辊1与成型模2之间的连接结构为：在主辊1上设置有向外凸出的轴

向连接键，在主辊1的底壁上沿着圆周设置有向外延伸的台阶11，在成型模2中设置有贯穿

成型模上下端的第一连接孔3，在第一连接孔3的内侧壁上设置有轴向的第一连接槽31，在

成型模2的底壁上设置有向上凹陷的连接腔32，连接腔32的内径尺寸大于第一连接孔3的内

径尺寸，成型模2套装在主辊1上，成型模2上的第一连接槽31与主辊1上的连接键键连接，并

且成型模2上的连接腔32卡设在主辊1的台阶11上。

[0026] 本实施例中，在成型模2的顶部设置有压模4，压模4的外径尺寸与成型模2上的圆

柱体段21的外径尺寸相同，压模4套装在主辊1上。压模4与主辊1之间的连接结构为：在主辊

1的顶壁上沿着圆周均匀间隔设置有若干螺纹孔12，在压模4的底壁上设置有向上凹陷的第

二连接孔41，在第二连接孔41的内侧壁上设置有轴向的第二连接槽42，在压模4的顶壁上沿

着圆周均匀间隔设置有若干通孔43，压模4套装在主辊1上、并叠装在成型模2上，压模4上的

第二连接槽42与主辊1上的连接键键连接，压模4上的通孔43与主辊1上的螺纹孔12分别一

一对齐，并用螺栓连接。

[0027] 所述异形芯辊，包括：能够安装在碾环机上的芯轴5，芯轴5的顶端51设置为扁式轴

端，这样就方便芯轴5安装在碾环机上，碾环机上的驱动系统能够通过扁式轴端方便带动芯

轴5转动。在芯轴5上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上连接部6、成型段7及定位台阶8，当芯轴5安装在

碾环机上时，定位台阶8抵靠在碾环机上的安装孔上，这样芯轴5在转动时能够保证芯轴5的

中轴线的位置保持不变。所述成型段7由圆台部71与倒圆台部72组成，圆台部71与倒圆台部

72的外侧壁的斜度在9°～10°之间，圆台部71的大径端与倒圆台部72的大径端相连，并且圆

台部71的大径端与倒圆台部72的大径端之间以向外凸出的圆弧面光滑过渡连接，在上连接

部6与成型段7的圆台部71之间设置有用于环形锻件向上伸展的上延伸段73，在定位台阶8

与成型段7的倒圆台部72之间设置有用于环形锻件向下伸展的下延伸段74，上连接部6的外

径尺寸大于上延伸段73的外径尺寸，在上连接部6与上延伸段73之间设置有过渡轴肩61。

[002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将碾环工装上的碾环模具及异形芯模安装在碾环机上，将

坯料套装在异形芯模上，成型模2上的倒圆台段23与异形芯模上的成型段7配合后夹住坯

料，被夹坯料段的底部放置在成型模2的辅助支撑段23上，碾环工装上的主辊1带动成型模2

及压模4带着坯料做圆周运动，此时，成型模2及异形芯模同时对坯料进行轧制，坯料侧壁受

到倒圆台段23和成型段7的挤压后逐渐变薄、形变，而与环形槽24对齐的坯料侧壁因为没有

受到挤压力所以不发生变形，这样就能将坯料轧制成如图9所示的带有台阶及环槽的环形

锻件。

[0029] 本发明的优点是：轧制出来的环形锻件的结构、形状与最终得到的大型轴承圈的

形状、结构相似，这样就不需要切削掉大量的金属层，不仅大大节省了原材料，而且还方便

了后续的机加工，大大提高了后续机加工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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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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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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