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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将轴承拆解成单个零件，并分类

分层放置在置物架上；将置物架吊装至脱脂清洗

池中对轴承零件进行脱脂处理；将脱脂好的轴承

零件及置物架静置，并向轴承零件表面喷涂除锈

剂；用清水将轴承零件及置物架表面的除锈剂和

锈迹冲洗掉，对轴承零件及置物架进行干燥处

理；先经过人工进行外观探伤，再用探伤仪进行

内部探伤，甄别具有修复价值的轴承零件进行下

一道工序；将轴承零件浸入到防锈液中进行防锈

处理，取出后进行下一步的轴承修复工艺。本发

明的清洗工艺及设备能够减少轴承清晰的设备，

简化清洗步骤，提高轴承的清洗效率和修理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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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轴承拆解成单个零件，并分类分层放置在置物架（100）上；

步骤二：将置物架（100）吊装至脱脂清洗池（2）中对轴承零件进行脱脂处理；

步骤三：将脱脂好的轴承零件及置物架（100）静置，并向轴承零件表面喷涂除锈剂；

步骤四：用清水将轴承零件及置物架（100）表面的除锈剂和锈迹冲洗掉，对轴承零件及

置物架（100）进行干燥处理；

步骤五：先经过人工进行外观探伤，再用探伤仪进行内部探伤，甄别具有修复价值的轴

承零件进行下一道工序；

步骤六：将轴承零件浸入到防锈液中进行防锈处理，取出后进行下一步的轴承修复工

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置物架

（100）在脱脂清洗池（2）中旋转，多角度对轴承零件进行清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轴承零

件喷涂完除锈剂后静置5-10min，静置过程中根据除锈情况，补充喷涂除锈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通过冷

风或者热风对轴承零件进行吹干，吹干时间为3-5分钟。

5.用于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工艺的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排列的用于支

撑置物架（100）的支撑架（1）、脱脂清洗池（2）、除锈清洗台（3）、探伤检测台（4）以及防锈浸

泡池（5），所述脱脂清洗池（2）上方设置有吊装装置（6）；

所述支撑架（1）设置在清洗设备的一端，所述置物架（100）转动设置在支撑架（1）上；

所述脱脂清洗池（2）底部设置有转动放置台（21），侧壁上设置有向外喷出脱脂溶液的

喷液管（22）；

所述除锈清洗台（3）上设置有除锈剂喷管（31）、清水喷管（32）以及风机（33）；

所述探伤检测台（4）上设置有超声波探伤仪（41）；

所述吊装装置（6）沿清洗设备的布置方向滑动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1）包括设置在架体顶部

的支撑盘（11），所述支撑盘（11）上转动连接有凸台（12），所述支撑盘（11）与凸台（12）之间

设置有滚轮（13），所述置物架（100）套设在凸台（12）上。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脱脂清洗池（2）底面下方设置有

驱动电机和减速机，所述转动放置台（21）设置在减速机的输出轴上；所述喷液管（22）沿竖

直方向布置，朝向转动放置台（21）的一侧设置有喷液孔，所述喷液管（22）在脱脂清洗池（2）

的侧壁沿周向设置有多个，所述喷液管（22）的下端连接在环形的供液管（23）上，所述供液

管（23）与外界的供液源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除锈清洗台（3）上设置有多个轴

向平行的辊轴（34），所述辊轴（34）下方设置有接液仓（35）；所述除锈剂喷管（31）设置在除

锈清洗台（3）靠近脱脂清洗池（2）的一端两侧，所述风机（33）设置在除锈清洗台（3）远离脱

脂清洗池（2）的一端两侧，所述清水喷管（32）设置在除锈清洗台（3）的中段两侧。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探伤检测台（4）包括设置在台面

上的传送带（42），所述传送带（42）的一侧设置有设备台（43），所述超声波探伤仪（41）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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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台（43）上。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吊装装置（6）包括沿清洗设备布

置方向设置的滑轨（61）以及滑动设置在滑轨（61）上的电葫芦（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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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工艺及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轴承修理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工艺及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滚动轴承是大量生产的机械零件，而且制造精度要求很严，技术上专业化程度很

高，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容易买到的轴承品种而言，应该是购买比修理更合算，只有在下列情

况下，才考虑轴承的修复问题，即：(1)大型工厂所使用的大量相同型号的轴承，其失效形式

主要为滚动表面的磨损，疲劳或微动磨蚀，特别是损坏零件多为保持架或滚动体，而套圈或

垫圈仍有修复价值；(2)大型和特大型轴承，濒于失效或虽已失效而零件尚无重大损伤，或

贵重轴承必须设法延长其有效使用期的；(3)某些确实难以购到的轴承品种，失效后无备用

件而不得不修，特别是进口轴承；(4)轴承有轻微损伤，例如库存时期产生的轻微水锈，以及

运输过程产生的轻微的微动磨蚀，这类情况修复容易而弃之可惜。除了经济性以外，轴承的

修理还有其技术性，这就要求修理者充分了解轴承相应的技术要求，与轴承及其零件在结

构上、工艺上以及材料上的特点，否则很难保证轴承修理有合乎要求的效果。

[0003] 轴承在进行修理时，为了提高修理的效果和质量，需要将轴承进行拆分，拆分出每

部分零件，对每部分零件进行清洗，现有的工艺在清洗轴承零件时，涉及的设备较多，并且

过程复杂，造成清洗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工艺及设

备，能够减少轴承清晰的设备，简化清洗步骤，提高轴承的清洗效率和修理效率。

[0005]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轴承拆解成单个零件，并分类分层放置在置物架上；

步骤二：将置物架吊装至脱脂清洗池中对轴承零件进行脱脂处理；

步骤三：将脱脂好的轴承零件及置物架静置，并向轴承零件表面喷涂除锈剂；

步骤四：用清水将轴承零件及置物架表面的除锈剂和锈迹冲洗掉，对轴承零件及置物

架进行干燥处理；

步骤五：先经过人工进行外观探伤，再用探伤仪进行内部探伤，甄别具有修复价值的轴

承零件进行下一道工序；

步骤六：将轴承零件浸入到防锈液中进行防锈处理，取出后进行下一步的轴承修复工

艺。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先将轴承零件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种类的零件选择不同

的置物架，将轴承零件挂在置物架上，能够将轴承零件表面更多的暴露出来，方便对轴承零

件进行清洗；先对轴承零件表面进行去除油脂，褪去油脂保护层，便于轴承零件表面清洗和

修复工作；除锈剂能够去除轴承零件表面的锈斑，还原轴承零件的表层结构，用清水对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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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表面进行清洁，并进行干燥，方便人工和设备对轴承零件的验伤，提高对轴承零件的验

伤效率和准确率；采用双重探伤，能够更好的判断轴承零件的磨损情况，是否具有修复价

值，减少废零件修复造成的浪费；轴承零件清洗完进行防锈处理，避免轴承零件伤口处再出

现锈蚀的情况。

[0007]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步骤二中置物架在脱脂清洗池中

旋转，多角度对轴承零件进行清洗。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轴承零件能够随着置物架在脱脂清洗池中旋转，使轴承

零件在多方向上都能够接触到脱脂剂，使轴承零件的脱脂效果更好，脱脂更彻底。

[0009]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步骤三中轴承零件喷涂完除锈剂

后静置5-10min，静置过程中根据除锈情况，补充喷涂除锈剂。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轴承零件喷涂除锈剂之后，静置较长的时间，使除锈剂与

锈迹充分反应，并且随时对除锈效果差的位置进行补充除锈剂，能够提高轴承零件的除锈

效果，除锈更彻底。

[0011]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步骤四中通过冷风或者热风对轴

承零件进行吹干，吹干时间为3-5分钟。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轴承零件表面的水分吹干，防止轴承零件被二次锈蚀，

同时干燥后的轴承零件便于人工探伤和设备探伤的进行，使探伤效果更准确。

[0013] 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设备，包括依次排列的用于支撑置物架的支撑架、脱脂清洗

池、除锈清洗台、探伤检测台以及防锈浸泡池，所述脱脂清洗池上方设置有吊装装置；

所述支撑架设置在清洗设备的一端，所述置物架转动设置在支撑架上；

所述脱脂清洗池底部设置有转动放置台，侧壁上设置有向外喷出脱脂溶液的喷液管；

所述除锈清洗台上设置有除锈剂喷管、清水喷管以及风机；

所述探伤检测台上设置有超声波探伤仪；

所述吊装装置沿清洗设备的布置方向滑动设置。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支撑架设置在清洗设备的一端，作为工艺的起点，置物架

转动连接在支撑架上，将拆解好的轴承零件挂在置物架上，挂轴承零件的过程中，工人站在

支撑架的一侧，转动置物架，能够很方便的将轴承零件挂在置物架的四周；脱脂清洗池底部

的转动放置台用于放置置物架，实现轴承零件在脱脂清洗池中旋转，利用侧壁上的喷液管，

便于对置物架上各个方向上的轴承零件进行喷液脱脂；除锈剂喷管向轴承零件上喷涂除锈

剂，去除轴承零件表面的锈迹，清水喷管喷出清水，将轴承零件清洗干净，风机则将轴承零

件表面的水分烘干；轴承零件输送到探伤检测台上，由超声波探伤仪对轴承零件内部结构

进行探伤，判断轴承零件是否具有修复价值；吊装装置则能够实现轴承零件在清洗设备各

部分之间的转运，降低人工的劳动强度。

[0015]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支撑架包括设置在架体顶部的支

撑盘，所述支撑盘上转动连接有凸台，所述支撑盘与凸台之间设置有滚轮，所述置物架套设

在凸台上。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置物架的下端套在图台上，通过播动置物架旋转，能够带

动凸台在支撑盘上转动，方便工人在支撑架的一侧将轴承零件挂置在置物架上，而滚轮的

设置便于凸台的旋转，并减小转动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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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脱脂清洗池底面下方设置有驱动

电机和减速机，所述转动放置台设置在减速机的输出轴上；所述喷液管沿竖直方向布置，朝

向转动放置台的一侧设置有喷液孔，所述喷液管在脱脂清洗池的侧壁沿周向设置有多个，

所述喷液管的下端连接在环形的供液管上，所述供液管与外界的供液源连接。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驱动电机驱动减速机转动，带动转动放置台旋转，使放置

在转动放置台上的放置架一起旋转；喷液管竖直布置，并且多个方向上的喷液管同时对中

间的置物架和轴承零件喷射脱脂剂，使轴承零件的脱脂效果更好；供液管为多个喷液管进

行供料。

[0019]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除锈清洗台上设置有多个轴向平

行的辊轴，所述辊轴下方设置有接液仓；所述除锈剂喷管设置在除锈清洗台靠近脱脂清洗

池的一端两侧，所述风机设置在除锈清洗台远离脱脂清洗池的一端两侧，所述清水喷管设

置在除锈清洗台的中段两侧。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进行轴承零件除锈时，先将置物架和轴承零件吊装到

滚轴上，通过除锈剂喷管向轴承零件上喷洒除锈剂，静置一段时间后，移动置物架至清水喷

管处，由清水喷管喷出清水冲洗轴承零件，清洗完毕之后，移动置物架至风机处，由风机将

轴承零件进行吹干。

[0021]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探伤检测台包括设置在台面上的

传送带，所述传送带的一侧设置有设备台，所述超声波探伤仪设置在设备台上。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轴承零件在进行探伤时需要将其从置物架上取下来，放

在传送带一边人工探伤、一边超声波探伤，一边又向前传送轴承零件。

[0023]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吊装装置包括沿清洗设备布置方

向设置的滑轨以及滑动设置在滑轨上的电葫芦。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电葫芦的设置便于置物架和轴承零件的提升和放下，滑

轨的设置便于电葫芦的移动，实现置物架和轴承零件的移动运输。

[0025]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1.本发明中清洗工艺采用生产线的结构形式，将轴承零件进行清洗，先清洗表面油脂，

再清除轴承零件表面的锈迹，然后清洗干净，在进行防锈处理，在整个清洗工艺过程中，能

够减少轴承清晰的设备，简化清洗步骤，提高轴承的清洗效率和修理效率。

[0026] 2.在清洗工艺过程中，通过人工和超声波探伤仪两次探伤，甄别出无修复价值的

轴承零件，减小后期工序的工作量，提高修复轴承的质量。

[0027] 3.本发明中先将轴承进行拆解，然后摆放在置物架的外侧，摆放过程中旋转置物

架，使轴承零件摆放的更方便。

[0028] 4.轴承零件在脱脂过程中采用旋转的形式，由多个喷液管喷出脱脂溶剂，全方位

的对轴承零件进行喷射，使轴承零件各个角度都能够接触到脱脂溶剂，使轴承零件脱脂更

彻底。

[0029] 5.本发明的装置上设置除锈清洗台，消除轴承零件表面的锈迹，然后再对轴承零

件进行清洗，洗掉轴承零件表面的脱脂溶剂和除锈剂，使轴承零件表面更洁净，便于人工检

查外观探伤和设备探伤。

[0030] 6.本发明的清洗设备采用能够实现轴承零件的快速清洗和大批量清洗，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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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轴承零件的清洗效率和修复效率。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清洗设备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置物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支撑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脱脂清洗池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除锈清洗台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探伤检测台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1、支撑架，100、置物架，101、外筒架，102、挂钩，103、内卡圈，104、吊环，11、

支撑盘，12、凸台，13、滚轮，2、脱脂清洗池，21、转动放置台，22、喷液管，23、供液管，3、除锈

清洗台，31、除锈剂喷管，32、清水喷管，33、风机，34、辊轴，35、接液仓，4、探伤检测台，41、超

声波探伤仪；42、传送带，43、设备台，5、防锈浸泡池，6、吊装装置，61、滑轨，62、电葫芦。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9] 参照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设备，包括依次排列的支撑架

1、脱脂清洗池2、除锈清洗台3、探伤检测台4以及防锈浸泡池5，清洗设备排列成一字形的生

产线。

[0040] 支撑架1位于设备的一端，用于支撑和放置置物架100，在轴承清洗之前，将轴承拆

解成单独的零件，悬挂在置物架100上，本实施例中清晰的轴承零件为轴承的内圈和外圈，

挂在置物架100的外围，而支撑架1则是支撑置物架100。脱脂清洗池2紧贴支撑架1设置，池

壁下凹呈圆柱形，池壁的直径大于置物架100的最大外周尺寸，置物架100可以带着轴承零

件放置到脱脂清洗池2中，在脱脂清洗池2对轴承零件进行脱脂。除锈清洗台3设置在脱脂清

洗池2远离支撑架1的一端，置物架100和轴承零件放置在除锈清洗台3上，并能够移动，对轴

承零件进行除锈和冲洗。除锈清洗台3的末端设置探伤检测台4，轴承零件被摆放在探伤检

测台4上，由人工和设备对轴承零件进行外部探伤和内部探伤，判断轴承零件是否具备修复

价值，选择报废或者继续修复。探伤检测台4的末端设置防锈浸泡池5，防锈浸泡池为上侧开

口的池子，池内防止防锈溶液，探伤过后的轴承零件放置到防锈浸泡池5中，防锈清洗后浸

入到下一流程的修复工作。

[0041] 整个清洗设备的上方还设置有吊装装置6，吊装装置6能够吊起置物架100，并对置

物架100转运到各个工位上。吊装装置6包括沿清洗设备布置方向设置的滑轨61以及滑动设

置在滑轨61上的电葫芦62，滑轨61的长度大于清洗设备的长度，电葫芦62能够在滑轨61上

前后滑动，电葫芦62的钢丝绳下端连接有吊钩，能够钩住置物架100。

[0042] 参照图2，置物架100主体为两个圆环和多根立杆焊接成的圆柱形的外筒架101，外

筒架101的每个立杆外侧均焊接有多个向上弯折的挂钩102，用于吊挂轴承的内圈和外圈。

外筒架101的底部内圈同轴焊接有内卡圈103，使置物架100能够通过内卡圈103卡在支撑架

1上和脱脂清洗池2内。外筒架101的的顶部连接有吊环104，吊环104与电葫芦62下端的吊钩

连接，方便将置物架100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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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参照图3，支撑架1包括设置在架体顶部矩形的支撑盘11，支撑盘11下侧设置四个

支腿，支撑盘设置一个转动轴，转动轴上转动连接有凸台12，凸台12外壁径向伸出多个支

杆，支杆端部下侧连接有滚轮13，使凸台12通过滚轮13在支撑盘11上转动，减小转动的摩擦

力，置物架100则套设在凸台12上，通过内卡圈103卡在凸台12的外壁上。在进行轴承零件摆

放时，将置物架100套在凸台12上，工人站在支撑架1的一侧，向挂钩102上悬挂轴承零件，通

过转动凸台12，将轴承零件挂在置物架100的外侧面上。

[0044] 参照图4，脱脂清洗池2的底部设置有转动放置台21，脱脂清洗池2的底面下方设置

有空腔，空腔内安装有驱动电机和减速机，减速机的输出轴向脱脂清洗池2内伸出，转动放

置台21连接在减速机的输出轴上，由驱动电机带动转动放置台21旋转，置物架100通过内卡

圈103套在转动放置台21上，能够随着转动放置台21一起旋转，本实施例中脱脂清洗池2的

深度要大于置物架100的高度。脱脂清洗池2侧壁上设置有向外喷出脱脂溶液的喷液管22，

本实施例中喷液管22设置有六根，沿脱脂清洗池2的内壁周向等间隔分布，喷液管22的布设

方向沿竖直方向布置，朝向转动放置台21的一侧自上向下布置有一排喷液孔，能够从不同

高度喷出脱脂溶液，六根喷液管22的下端连接在环形的供液管23上，供液管23与外界的供

液源连接。脱脂清洗池2的底部设置有排液口，能够将落到脱脂清洗池2底部的脱脂溶液排

出回流到外界的供液源中；转动放置台21的下部与脱脂清洗池2的底部设置有挡板，防止脱

脂溶液通过转动放置台21下部的缝隙流到减速机和驱动电机上，从而对减速机和驱动电机

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0045] 参照图5，除锈清洗台3包括支杆和和横梁组成的架体，架体上依次设置有除锈剂

喷管31、清水喷管32以及风机33。除锈清洗台3的两个衡量之间设置有多个轴向平行且等高

的辊轴34，置物架100随同轴承零件在多个辊轴34上移动输送，由人工进行推送。除锈剂喷

管31设置在除锈清洗台3靠近脱脂清洗池2的一端两侧横梁上，两个除锈剂喷管31设相对设

置，设置高度相同，并且顶部均设置有喷头，喷头呈伞状，向轴承零件上喷涂除锈剂。两个清

水喷管32设置在除锈清洗台3的中段两侧横梁上，并且清水喷管32的结构与除锈剂喷管31

的结构相同，设置高度也相同，通过喷头喷出清水，将轴承零件上的除锈剂清洗干净。两个

风机33设置在除锈清洗台3远离脱脂清洗池2的一端两侧横梁上，并且能够吹出冷风或者热

风，本实施例中风机33喷出热风，对清水冲洗过地轴承零件进行干燥。辊轴34下方设置有两

个接液仓35，两个接液仓35分别设置在除锈剂喷管31和清水喷管32的下方，承接除锈剂喷

管31和清水喷管32喷出的除锈剂和清水。

[0046] 参照图6，探伤检测台4包括设置在台面上的传送带42，传送带42的一侧设置有设

备台43，设备台43上安装有超声波探伤仪41，干燥后的轴承零件从置物架100上被取下来，

放置在传送带42上，工人站在传送带42的一侧，对每个轴承零件进行表面的探伤，然后再用

超声波探伤仪41对轴承零件进行内部的探伤，从而筛选出没有修复价值的轴承零件，从传

送带42上取下来，其余的继续在传送带42上移动，从传送带42端部落入到防锈浸泡池5中浸

泡，做防锈处理。

[0047]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用于轴承修理的清洗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轴承拆解成单个零件，并分类，将置物架100摆放在支撑架1上，然后将轴承

外圈和内圈分层挂置在置物架100外侧的挂钩102上；

步骤二：移动电葫芦62至支撑架1上方，将置物架100挂在电葫芦62的吊钩上，将置物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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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吊装至脱脂清洗池2中，使置物架100套在转动放置台21上，启动驱动电机的电源，置物

架100随着转动放置台21一起转动，启动喷液管22的开关，喷液管22向置物架100和轴承零

件上喷涂脱脂溶液，对轴承零件进行多角度的脱脂处理；

步骤三：将脱脂好的轴承零件及置物架100用电葫芦62吊起来，放到除锈清洗台3静置，

通过启动除锈剂喷管31喷头处的开关，使除锈剂喷管31向轴承零件表面喷涂除锈剂，轴承

零件表面覆盖除锈剂后停止喷涂，轴承零件喷涂完除锈剂后静置5，静置过程中根据除锈情

况，补充喷涂除锈剂。

[0048] 步骤四：将除完锈的轴承零件及置物架100沿辊轴34向前移动至除锈清洗台3中

段，通过启动清水喷管32喷头处的开关，使清水喷管32向外喷出清水，用清水将轴承零件及

置物架100表面的除锈剂和锈迹冲洗掉，然后继续移动轴承零件及置物架100到风机33处，

启动风机33的电源开关，风机33吹出的风对轴承零件及置物架100进行干燥处理，吹干时间

为5min；

步骤五：将轴承零件从置物架100上取下，放到传送带42上，先经过人工对轴承零件进

行外观探伤，再用超声波探伤仪41进行内部探伤，甄别具有修复价值的轴承零件进行下一

道工序；

步骤六：传送带42将轴承零件向前输送，落入到防锈浸泡池5中，浸入到防锈液中进行

防锈处理，取出后进行下一步的轴承修复工艺。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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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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