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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齿轮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的方法。本发明

的方法包括：确定工艺流程，并且对确定工艺流

程中模锻成形工艺参数进行数值模拟和优化，然

后采用指定原材料，经料坯加热、模锻成形、正火

热处理、粗车、调质处理、精车处理，获得高性能

42CrMo齿轮。采用本发明的工艺所制作的齿轮，

其有益效果在于：（1）采用胎模锻成形，可以在齿

轮本体获得良好的宏观纤维流向，齿轮内部组织

致密、均匀；（2）在水冷淬火回火处理前，对齿轮

实施无损检测，有利于确保齿轮内部和表面质量

状况满足使用要求；（3）采用水冷淬火回火处理，

齿轮本体的抗回火能力更高，耐磨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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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方法包括：确定工艺

流程，并且对确定工艺流程中模锻成形工艺参数进行数值模拟和优化，然后采用指定原材

料，经料坯加热、模锻成形、正火热处理、粗车、调质处理、精车处理，获得高性能42CrMo齿

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模锻成

形包括：利用第一齿轮模具、第二齿轮模具和第三齿轮模具所组成的组合模具，对加热好的

料坯实施成形，其主要步骤包括：

S2.1将预热至290～310℃的第三齿轮模具放入第一齿轮模具中；

S2.2  将加热好的料坯，去除表面氧化皮之后，放入2.1中获得的组合模具中，实施镦

粗，至料坯高度与第一齿轮模具内腔平齐；

S2.3  将预热至290～310℃的第二齿轮模具放在2.2中形成的组合体的上方部，保持凸

台部位向下，利用油压机的上锤头将第二齿轮模具压入第一齿轮模具内腔，至第二齿轮模

具与外模圈上平面平齐；

S2.4  采用φ120冲头从上向下冲去芯料后，脱模出坯，完成齿轮模锻成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齿

轮模具为筒状结构；

第二齿轮模具为下部带有两个凸台的平板状，所述的两个凸台形状和大小相同；所述

的两个凸台关于第二齿轮模具的竖向中心轴线对称；

第三齿轮模具为上部带有两个凸台的平板状，所述的两个凸台形状和大小相同；所述

的两个凸台关于第二齿轮模具的竖向中心轴线对称。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二齿轮模具与第三齿轮模具呈轴对称。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质处

理包括：无损检测、水冷淬火+回火处理、表面硬度检测；其中有水冷时进行表面硬度检测；

通过无损检测确定表面质量及内部质量合格之后，再进行水冷淬火回火，并实施淬火回火

处理。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的方法，包括以下的步骤：

（1）确定所要采取的工艺流程；

（2）模锻成形工艺策划及数值模拟；

（3）根据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模锻工艺优化，并确定最终模锻方案，开始模具制作；

（4）原材料复验，检验各项化学成分是否符合技术规范；

（5）根据锻造工艺确定料坯的规格和尺寸，下料；

（6）料坯加热：依据加热工艺，对料坯实施加热，同时预热模具；

（7）模锻成形：依据策划的模锻成形工艺，实施齿轮的胎模锻造成形；

（8）正火处理：待模锻成形的齿轮锻件冷却至室温后，测量各部尺寸，确保各部尺寸满

足技术要求之后，将齿轮锻件按照正火工艺实施正火处理；

（9）粗车：对正火处理结束的毛坯，依据调质前粗车图纸进行粗车；

（10）无损检测：对粗车完成的齿轮锻件实施无损检测，确保其表面质量和内部质量合

格后，实施淬火回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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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冷淬火+回火处理：对无损检测合格的齿轮锻件，依据水冷淬火回火工艺，实施

淬火回火处理；其中，水冷时，将出炉后的齿轮预冷至表面约760℃，水冷3min，空冷50s；水

冷2  min，空冷1.5  min；水冷2  min，及时转入炉内进行回火处理；

（12）表面硬度检测：对淬火回火后的齿轮实施表面硬度检测，确保其表面硬度及其均

匀性合格；

（13）精车：依据精车图纸对表面硬度合格的齿轮锻件进行精车，使各部尺寸及表面质

量达到合格产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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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齿轮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关于42CrMo齿轮轴热处理工艺，以下的专利文献进行过披露：

CN105714087A披露了一种42CrMo齿轮轴热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1）正

火:将正火炉加热到870℃-880℃，保温1h，然后按照20℃/s空冷；  2）调质：将工件加热到

840℃，然后油冷淬火，保温1h，再放入480℃回火炉中进行回火，保温1-1.5h，空冷；  3）感应

加热淬火：在感应炉中将工件加热到890℃-900℃，保温时间35s，空冷，冷却速度65℃/s； 

4）低温回火：再次将工件加热到150—180℃，保温2.5h，空冷，冷却速度20℃/s。

[0003] 以上的工艺，仅针对于42CrMo齿轮轴热处理的工艺进行改进，使得处理后的齿轮

各方面的性能都得到显著的提升。但是关于无损检测以确保齿轮内部和表面质量状况满足

要求方面、以及如何提高齿轮的抗回火能力及耐磨性能方面，上述的专利文献并未提及。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内部质量高、性能优异、表面硬度均

匀的齿轮的制作方法。

[0005] 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的方法，该方法包括：确定工艺流程，并且对确

定工艺流程中模锻成形工艺参数进行数值模拟和优化，然后采用指定原材料，经料坯加热、

模锻成形、正火热处理、粗车、调质处理、精车处理，获得高性能42CrMo齿轮。

[0006] 上述的调质处理包括：无损检测、水冷淬火+回火处理、表面硬度检测；其中有水冷

时进行表面硬度检测；通过无损检测确定表面质量及内部质量合格之后，再进行水冷淬火

回火，并实施淬火回火处理。

[0007] 模锻成形的艺包括以下的步骤：利用附图1、附图2和附图3组成的组合模具，对加

热好的料坯实施成形，其主要步骤包括：

2.1将预热至300℃左右的附图3所示的模具放入附图1所示模具中；

2.2  将加热好的料坯，去除表面氧化皮之后，放入2.1所述组合模具中，实施镦粗，至料

坯高度与图1所示模具内腔平齐；

2.3  将预热至300℃左右的附图2所示模具放在2.2所述组合体的上面，保持凸台部位

向下，利用油压机的上锤头将附图2所示模具压入附图1所示模具内腔，至附图2所示模具与

外模圈上平面平齐；

2.4  采用φ120冲头从上向下冲去芯料后，脱模出坯，齿轮模锻成形完成。

[0008] 第一齿轮模具为筒状结构；用于保证齿轮外圆成形；

第二齿轮模具为下部带有两个凸台的平板状，所述的两个凸台形状和大小相同；所述

的两个凸台关于第二齿轮模具的竖向中心轴线对称；第二齿轮模具用于保证齿轮上部槽的

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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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齿轮模具为上部带有两个凸台的平板状，所述的两个凸台形状和大小相同；所述

的两个凸台关于第二齿轮模具的竖向中心轴线对称；第三齿轮模具用于保证齿轮下部槽的

成形。

[0009] 第二齿轮模具与第三齿轮模具呈轴对称。

[0010]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的方法，包括以下的步骤：

（1）确定所要采取的工艺流程；

（2）模锻成形工艺策划及数值模拟；

（3）根据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模锻工艺优化，并确定最终模锻方案，开始模具制作；所制

作的模具分别如附图1、2、3所示；

（4）原材料复验，检验各项化学成分是否符合技术规范；若是检验各项化学成分符合技

术规范之后，则进行（5）；

（5）根据锻造工艺确定料坯的规格和尺寸，下料；

（6）料坯加热：依据加热工艺，对料坯实施加热，同时预热模具；

（7）模锻成形：依据策划的模锻成形工艺，实施齿轮的胎模锻造成形；

（8）正火处理：待模锻成形的齿轮锻件冷却至室温后，测量各部尺寸，确保各部尺寸满

足技术要求之后，将齿轮锻件按照正火工艺实施正火处理；

（9）粗车：对正火处理结束的毛坯，依据调质前粗车图纸进行粗车；

（10）无损检测：对粗车完成的齿轮锻件实施无损检测，确保其表面质量和内部质量合

格后，实施淬火回火处理；

（11）水冷淬火+回火处理：对无损检测合格的齿轮锻件，依据水冷淬火回火工艺，实施

淬火回火处理；其中，水冷时，将出炉后的齿轮预冷至表面约760℃，水冷3min，空冷50s；水

冷2  min，空冷1.5  min；水冷2  min，及时转入炉内进行回火处理；

（12）表面硬度检测：对淬火回火后的齿轮实施表面硬度检测，确保其表面硬度及其均

匀性合格；

（13）精车：依据精车图纸对表面硬度合格的齿轮锻件进行精车，使各部尺寸及表面质

量达到合格产品的要求。

[0011] 采用本发明的工艺所制作的齿轮，其有益效果在于：

（1）采用胎模锻成形，可以在齿轮本体获得良好的宏观纤维流向，齿轮内部组织致密、

均匀；

（2）在水冷淬火回火处理前，对齿轮实施无损检测，有利于确保齿轮内部和表面质量状

况满足使用要求；

（3）采用水冷淬火回火处理，齿轮本体的抗回火能力更高，耐磨性更好。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实施例1中的第一齿轮模具；

图2为实施例1中的第二齿轮模具；

图3为实施例1中的第三齿轮模具；

图4为齿轮正火工艺曲线；

图5为齿轮调质处理工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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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以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了解

本发明，但并不因此限制本发明。

[0014] 实施例1

一种高性能42CrMo齿轮的制作方法的方法，包括以下的步骤：

（1）确定所要采取的工艺流程；

（2）模锻成形工艺策划及数值模拟；

（3）根据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模锻工艺优化，并确定最终模锻方案，开始模具制作；

（4）原材料复验，检验各项化学成分是否符合技术规范；

（5）根据锻造工艺确定料坯的规格和尺寸，下料；

（6）料坯加热：依据加热工艺，对料坯实施加热，同时预热模具；

（7）模锻成形：依据策划的模锻成形工艺，实施齿轮的胎模锻造成形；模锻成形的艺包

括以下的步骤：利用附图1、附图2和附图3组成的组合模具，对加热好的料坯实施成形，其主

要步骤包括：

2.1将预热至300℃左右的附图3（第三齿轮模具）所示的模具放入附图1所示模具（第一

齿轮模具）中；

2.2  将加热好的料坯，去除表面氧化皮之后，放入2.1所述组合模具中，实施镦粗，至料

坯高度与图1所示模具内腔平齐；

2.3  将预热至300℃左右的附图2所示模具放在2.2所述组合体的上面，保持凸台部位

向下，利用油压机的上锤头将附图2（第二齿轮模具）所示模具压入附图1所示模具内腔，至

附图2所示模具与外模圈上平面平齐；

2.4  采用φ120冲头从上向下冲去芯料后，脱模出坯，齿轮模锻成形完成；

本发明中，所提及的齿轮模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齿轮模具为筒状结构；用于保证齿轮外圆成形；

第二齿轮模具为下部带有两个凸台的平板状，所述的两个凸台形状和大小相同；所述

的两个凸台关于第二齿轮模具的竖向中心轴线对称；第二齿轮模具用于保证齿轮上部槽的

成形；

第三齿轮模具为上部带有两个凸台的平板状，所述的两个凸台形状和大小相同；所述

的两个凸台关于第二齿轮模具的竖向中心轴线对称；第三齿轮模具用于保证齿轮下部槽的

成形。第二齿轮模具与第三齿轮模具呈轴对称。

[0015] （8）正火处理：待模锻成形的齿轮锻件冷却至室温后，测量各部尺寸，确保各部尺

寸满足技术要求之后，将齿轮锻件按照正火工艺实施正火处理；

（9）粗车：对正火处理结束的毛坯，依据调质前粗车图纸进行粗车；

（10）无损检测：对粗车完成的齿轮锻件实施无损检测，确保其表面质量和内部质量合

格后，实施淬火回火处理；

（11）水冷淬火+回火处理：对无损检测合格的齿轮锻件，依据水冷淬火回火工艺，实施

淬火回火处理；其中，水冷时；将出炉后的齿轮预冷至表面约760℃，水冷3min，空冷50s；水

冷2  min，空冷1.5  min；水冷2  min，及时转入炉内进行回火处理；

（12）表面硬度检测：对淬火回火后的齿轮实施表面硬度检测，确保其表面硬度及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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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性合格；

（13）精车：依据精车图纸对表面硬度合格的齿轮锻件进行精车，使各部尺寸及表面质

量达到合格产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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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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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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