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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阀芯加工工艺及其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阀芯加工工艺及其设备，其

包括以下步骤：S1、红镦；S2、粗车；S3、精车；S4、

钻孔；S5、铣边；S6、去毛刺；S7、热处理；S8、表面

处理；S9、磨外圆；S10、成品检验；S11、上油；S12、

包装。解决了磨外圆的精度关乎阀芯的密封性，

工作人员在磨外圆前会进行镀层，而在磨外圆后

会将镀层也进行打磨，此时直接通过游标卡尺对

阀芯的尺寸进行测量，此时镀层会发生化学反

应，从而导致尺寸出现问题，本发明具有提高阀

芯质量，提高阀芯整体稳定性，减小尺寸偏差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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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阀芯加工设备，包括机架（1），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用于对阀芯进

行外圆磨的磨床（2），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用于移动磨床（2）的电动直线滑轨（10）；

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滑移板（11），所述滑移板（11）上对称设置有旋转夹紧组件（3），

所述机架（1）上还设置有驱使旋转夹紧组件（3）滑动的滑块（120），所述旋转夹紧组件（3）靠

近机架（1）的一侧还设置有螺纹块（121），所述机架（1）上设置有穿设于螺纹块（121）的螺纹

杆（122），所述螺纹杆（122）的两侧设置有底座（123），所述机架（1）上还设置有用于驱动螺

纹杆（122）转动的第一电机（124）；

所述滑移板（11）上且位于旋转夹紧组件（3）之间还设置有连接座（40），所述连接座

（40）上一体设置有用于固定滑移板（11）的卡钩（41），所述连接座（40）上远离卡钩（41）的一

侧通过螺栓连接有活动扣（42），所述活动扣（42）上设置有插入块（43），所述连接座（40）上

设置有供插入块（43）插入的插入槽（44）；

所述连接座（40）上设置有双杆气缸（45），且所述双杆气缸（45）的伸缩方向与磨床（2）

上磨盘的推动方向一致，所述连接座（40）上设置有用于固定双杆气缸（45）的锁扣（46），所

述锁扣（46）上设置供双杆气缸（45）放置的放置槽（47）；

所述双杆气缸（45）的活塞杆上设置有供检测组件（5）安装的安装座（48），所述连接座

（40）上还设置有用于检测阀芯尺寸的检测组件（5）；

所述检测组件（5）包括：

检测臂（50），对称设置于检测盖（56）上，且用于对阀芯进行检测；

检测齿条（51），设置于检测臂（50）上，且固定滑移于检测盖（56）上；

检测齿轮（52），通过螺栓固定至检测壳（57）上，且与检测齿条（51）互相啮合；

变向齿轮（53），通过螺栓固定至检测壳（57）上，且与其中一检测齿轮（52）互相啮合；

驱动齿轮（54），与变向齿轮（53）互相啮合，与远离变相齿轮的检测齿轮（52）互相啮合，

以同步趋势检测臂（50）互相靠拢或互相远离；

第三电机（55），设置于检测壳（57）上且用于控制驱动齿轮（54）转动；

检测盖（56），与检测壳（57）固定连接；

检测壳（57），设置于安装座（48）上；

所述检测盖（56）上设置有供检测臂（50）活动的活动槽（560），所述检测盖（56）上设置

有供检测齿条（51）滑移的滑槽（561）；

所述检测臂（50）包括：

活动臂（500），与检测齿条（51）一体设置，且与活动槽（560）互相配合；

活动座（501），设置于活动臂（500）远离检测齿条（51）的一侧，且与检测盖（56）抵触滑

移；

活动块（502），与活动座（501）互相滑移连接；

调节杆（503），转动连接于活动座（501）上，且与旋转座（504）固定旋转；

旋转座（504），设置于活动座（501）上且与调节杆（503）转动配合；

检测块（505），设置于活动块（502）上，并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检测条（506），一体设置于检测块（505）远离调节杆（503）的一侧；

检测夹片（507），一体设置于检测条（506）远离检测块（505）的一侧，且用于夹持固定检

测针（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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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针（508），设置于检测夹片（507）上，且用于与阀芯抵触；

所述活动块（502）上设置有供检测块（505）安装的抵触槽（5020），所述检测夹片（507）

上设置有供检测针（508）放置的固定槽（509）；

所述活动座（501）上设置有燕尾块（5010），所述调节杆（503）穿设旋转于燕尾块（5010）

上，且所述燕尾块（5010）上设置有供调节杆（503）安装且与外界互相连通的半槽（5011），所

述活动块（502）上设置有供燕尾块（5010）滑移连接的燕尾槽（5021），所述活动块（502）上还

设置有与调节杆（503）螺纹配合且与燕尾槽（5021）互相连通的螺纹半槽（502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阀芯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夹紧组件（3）包括：

安装盖（30），设置于滑移板（11）上且与螺纹块（121）固定连接；

安装板（31），与安装盖（30）固定连接；

推动气缸（32），设置于安装板（31）上；

连接轴承（33），固定于活塞杆与顶针（34）之间，以控制顶针（34）与推动气缸（32）的活

塞杆同步运动；

顶针（34），穿设于安装板（31），并用于固定阀芯；

第二电机（35），设置于安装板（31）上且用于驱动稳速组件（37）；

第一支架（36），对称设置于安装板（31）上且用于供第二电机（35）穿设卡嵌，

稳速组件（37），设置于安装板（31）上，且与第二电机（35）互相配合以驱动顶针（34）旋

转。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阀芯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稳速组件（37）包括：

第三支架（3700），设置于安装板（31）上，且与蜗轮（3703）抵触配合；

蜗杆（3701），固定连接于第二电机（35）的输出轴（3708）上；

第二支架（3702），设置于安装板（31）上且与蜗杆（3701）穿设固定，以供蜗杆（3701）旋

转；

蜗轮（3703），与蜗杆（3701）互相啮合；

行星齿轮组（3704），设置于蜗轮（3703）内，且与蜗轮（3703）互相啮合转动；

太阳齿轮（3705），设置于安装件（3706）的重心上，且与行星齿轮组（3704）互相啮合；

安装件（3706），供行星齿轮组（3704）套设转动，供太阳齿轮（3705）安装；

支架盖（3707），与第三支架（3700）互相配合，以盖合行星齿轮组（3704）、太阳齿轮

（3705）以及安装件（3706）；

输出轴（3708），与支架盖（3707）和太阳齿轮（3705）一体设置，并依次穿设于安装件

（3706）以及第三支架（3700）；

连接齿轮（3709），与输出轴（3708）固定连接并同步转动，与齿轮槽（340）互相啮合；

限位条（3710），设置于第三支架（3700）上且用于限位固定支架盖（3707），并与支架盖

（3707）抵触旋转；

所述顶针（34）上设置有与连接齿轮（3709）互相啮合的齿轮槽（340），所述齿轮槽（340）

的长度与推动气缸（32）的行程一致，所述第三支架（3700）上设置有供安装件（3706）安装的

旋转槽（37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阀芯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杆（503）上还一体

设置有供人握持的旋钮（5030），所述活动块（502）上设置有指示件（5023），且所述活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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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上设置有与指示件（5023）互相指示配合的刻度（5012）；

所述活动块（502）上还设置有用于调节其与燕尾块（5010）之间的松紧度的间隙

（5024），且所述活动块（502）与燕尾块（5010）之间通过螺栓进行调节以控制间隙（5024）大

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阀芯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于磨床（2）上的

冷却组件（6），所述冷却组件（6）包括：

冷却块（60），固定连接于磨床（2）上；

连接管（61），设置于冷却块（60）上且与外界互相连通，以供白油通入；

开关（62），设置于连接管（61）上，且用于启闭连接管（61）；

阀门（63），设置于冷却块（60）远离连接管（61）的一侧，且设置有若干并将折管（64）与

冷却块（60）连接；

折管（64），用于输出白油；

喷头（65），设置于折管（64）远离阀门（63）的一侧，且套设球接于折管（6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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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阀芯加工工艺及其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阀门阀芯加工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阀芯加工工艺及其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阀芯是阀体借助它的移动来实现方向控制、压力控制或流量控制的基本功能的阀

零件。

[0003] 现有技术中，如公告号为CN105563046B的中国专利，一种机械制造工艺，尤其涉及

电磁阀阀芯的制造和材料处理工艺。一种精密电磁阀阀芯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下

料、Ⅰ次锻压、Ⅱ次锻压、Ⅲ次锻压、挤压去毛刺、调质处理、铣削、钻削、铰孔、挤压、车削、磨

削、表面研磨。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磨外圆的精度关乎阀芯的密封性，工作人

员在磨外圆前会进行镀层，而在磨外圆后会将镀层也进行打磨，此时直接通过游标卡尺对

阀芯的尺寸进行测量，此时镀层会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导致尺寸出现问题，还有改进的空

间。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一是提供一种阀芯加工工艺，提高阀芯质量，提高阀芯整体稳定性，减

小尺寸偏差的特点。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一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阀芯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红镦：取出原料并将原料加热，并通过冲床进行冲压以加工出阀芯毛胚；

[0009] S2、粗车：将冲压后的阀芯毛胚，通过车床进行加工，以将阀芯毛胚表面的多余材

料切削，并根据产品图纸初步加工，并浸泡防锈水；

[0010] S3、精车：按照产品图纸尺寸通过车床进行加工，以将阀芯毛胚进一步加工，以加

工出阀芯外形，并浸泡防锈水；

[0011] S4、钻孔：按照产品图纸尺寸通过车床加工出阀芯的中间连通孔，以形成阀芯，并

浸泡防锈水；

[0012] S5、铣边：将阀芯毛胚的断面处理以形成平整光洁的表面，并浸泡防锈水；

[0013] S6、去毛刺：用刮刀或锉刀去除周边毛刺，并浸泡防锈水；

[0014] S7、热处理：将阀芯进行加热处理；

[0015] S8、表面处理：将阀芯进行挂镀蓝白三价铬；

[0016] S9、磨外圆：通过磨床对阀芯进行打磨处理，在磨削同时喷射白油；

[0017] S10、成品检验：对阀芯的外观以及尺寸检验；

[0018] S11、上油：对阀芯进行油脂的喷淋；

[0019] S12、包装：上油后的阀芯进行封塑包装。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红镦工艺将阀芯毛胚先进行加工出来，从而提高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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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效率，再通过粗车、精车、转孔从而对阀芯进行进一步加工，铣边以及去毛刺从而提

高整体的光滑度，热处理将整体结构进行进一步的强化，表面处理提高了整体的质量，最后

通过磨外圆，并且喷射白油从而提高阀芯质量，提高阀芯整体稳定性，减小尺寸偏差，成品

检验将提高了整体的产品质量，上油后进行包装，提高防锈能力。

[0021]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热处理包括：

[0022] S700、去应力热处理工序：采用分段加热，第一段加热温度为300℃，到温后保温

1.5h，第二段加热温度为450℃，到温后保温45min，第三段加热温度为650℃，到温后保温

30min，采用风冷和空冷相结合冷却至室温，先通过风冷以6℃/s冷却至320℃，且出风口至

阀芯的距离为30mm‑300mm，再空冷至室温；

[0023] S701、一次淬火：将阀芯放置淬火炉中，加热至750℃，保温3h，将完成淬火加热完

成后浸入淬火油中，保持淬火油温度为60℃，时间45min，然后冷却至室温，并清洗烘干；

[0024] S702、二次淬火：将阀芯再次放置淬火炉中二次淬火加热处理，淬火保温温度为

650℃，保温时间为2h，将完成淬火加热完成后浸入淬火油中，保持淬火油温度为80℃，时间

50min，然后冷却至室温，并清洗烘干；

[0025] S703、回火：将阀芯放置回火炉中，加热至400℃，保温30min，然后继续加热至600

℃，保温60min，冷却至室温；

[0026] S704、表面强化热处理工序：热处理温度750℃，到温后保温5min，然后采用水冷与

空冷结合，先采用水冷以6℃/s的冷却速率将叶片水冷至400℃，然后通过风冷以6℃/s冷却

至300℃，再采用水冷以3℃/s的冷却速率将叶片水冷至室温；

[0027] S705、通过空气压缩机将涂料高速喷射到需要处理的阀芯表面。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一次淬火将其中的杂质进一步的去除，二次淬火进一步

提高阀芯的稳定性，从而提高阀芯整体的质量，回火、表面强化热处理工序的处理，提高阀

芯的表面性能，在通过涂料的喷涂，从而减少整体的氧化。

[0029]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磨外圆包括：

[0030] S900、一次打磨：通过夹具固定阀芯并以660r/min对阀芯进行转动，磨床上的磨盘

以800r/min进行打磨，并间隔2s喷射一次白油，并保持5min的打磨时间；

[0031] S901、二次打磨：夹具以800r/min对阀芯进行转动，磨床上的磨盘以1200r/min进

行打磨，并持续喷射白油，直至打磨结束。

[003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进行磨外圆的时候，通过两次单独进行打磨，从而提高

整体的尺寸精度，同时白油的喷射能够降低温度，并且也能够提高表面的耐腐蚀的能力，并

且抗氧化，实用性强。

[0033]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二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34] 一种阀芯加工设备，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用于对阀芯进行外圆磨的磨床，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用于移动磨床的电动直线滑轨；

[0035]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滑移板，所述滑移板上对称设置有旋转夹紧组件，所述机架上

还设置有驱使旋转夹紧组件滑动的滑块，所述，所述旋转夹紧组件靠近机架的一侧还设置

有螺纹块，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穿设于螺纹块的螺纹杆，所述螺纹杆的两侧设置有底座，所述

机架上还设置有用于驱动螺纹杆转动的第一电机；

[0036] 所述滑移板上且位于旋转夹紧组件之间还设置有连接座，所述连接座上一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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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于固定滑移板的卡钩，所述连接座上远离卡钩的一侧通过螺栓连接有活动扣，所述活

动扣上设置有插入块，所述连接座上设置有供插入块插入的插入槽；

[0037] 所述连接座上设置有双杆气缸，且所述双杆气缸的伸缩方向与磨床上磨盘的推动

方向一致，所述连接座上设置有用于固定双杆气缸的锁扣，所述锁扣上设置供双杆气缸放

置的放置槽；

[0038] 所述双杆气缸的活塞杆上设置有供检测组件安装的安装座，所述连接座上还设置

有用于检测阀芯尺寸的检测组件。

[003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电动直线滑轨从而控制磨床的前后运动，以控制磨

床对阀芯的打磨程度以及打磨深度，滑移板上的旋转夹紧组件将阀芯进行固定，同步进行

阀芯的旋转，提高整体的加工效率，而滑轨配合螺纹杆、螺纹块、底座以及第一电机，从而控

制旋转夹紧组件的夹紧松紧度，控制方便，连接座配合卡扣以及活动扣，从而对位置进行调

节，使调节更加方便，插入块以及插入槽互相固定，提高整体稳定性，双杆气缸带动检测组

件进行运动，并且通过锁扣与放置槽，以将双杆气缸进行固定，安装座供加测组件进行安

装，实用性强。

[004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旋转夹紧组件包括：

[0041] 安装盖，设置于滑移板上且与螺纹块固定连接；

[0042] 安装板，与安装板固定连接；

[0043] 推动气缸，设置于安装板上；

[0044] 连接轴承，固定于活塞杆与顶针之间，以控制顶针与推动气缸的活塞杆同步运动；

[0045] 顶针，穿设于安装板，并用于固定阀芯；

[0046] 第二电机，设置于安装板上且用于驱动稳速组件；

[0047] 第一支架，对称设置于安装板上且用于供第二电机穿设卡嵌，

[0048] 稳速组件，设置于安装板上，且与第二电机互相配合以驱动顶针旋转。

[004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安装盖与安装板互相配合，从而将其他的部件进行安装，

而推动气缸与顶针通过连接轴承进行连接，从而在控制连接轴承进行推动的时候，也能实

现同步的旋转，第二电机安装在第一支架上，并且通过稳速组件将控制顶针进行转动，实用

性强。

[005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稳速组件包括：

[0051] 第三支架，设置于安装板上，且与涡轮抵触配合；

[0052] 蜗杆，固定连接于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上；

[0053] 第二支架，设置于安装板上且与蜗杆穿设固定，以供蜗杆旋转；

[0054] 涡轮，与涡轮互相啮合；

[0055] 行星齿轮组，设置于涡轮内，且与涡轮互相啮合转动；

[0056] 太阳齿轮，设置于安装件的重心上，且与行星齿轮组互相啮合；

[0057] 安装件，供行星齿轮组套设转动，供太阳齿轮安装；

[0058] 支架盖，与第三支架互相配合，以盖合行星齿轮组、太阳齿轮以及安装件；

[0059] 输出轴，与支架盖和太阳齿轮一体设置，并依次穿设于安装件以及第三支架；

[0060] 连接齿轮，与输出轴固定连接并同步转动，与齿轮槽互相啮合；

[0061] 限位条，设置于第三支架上且用于限位固定支架盖，并与支架盖抵触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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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所述顶针上设置有与连接齿轮互相啮合的齿轮槽，所述齿轮槽的长度与推动气缸

的行程一致，所述第三支架上设置有供安装件安装的旋转槽。

[006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三支架将涡轮进行安装，蜗杆安装在第二支架上，从而

提高整体的稳定性，减少颤动，涡轮配合蜗杆从而实现将传输的方向进行转换，而行星齿轮

组、太阳齿轮组、安装件、支架盖的设置，从而进行加速转动，配合限位条进行整体的限位，

从而提高整体的稳定性，而输出轴、连接齿轮的设置，将进行动力的传输，齿轮槽的设置，从

而使顶针实现推移，实用性强。

[0064]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检测组件包括：

[0065] 检测臂，对称设置于检测盖上，且用于对阀芯进行检测；

[0066] 检测齿条，设置于检测臂上，且固定滑移于检测盖上；

[0067] 检测齿轮，通过螺栓固定至检测壳上，且与检测齿条互相啮合；

[0068] 变向齿轮，通过螺栓固定至检测壳上，且与其中一检测齿轮互相啮合；

[0069] 驱动齿轮，与变向齿轮互相啮合，与远离变相齿轮的检测齿轮互相啮合，以同步趋

势检测臂互相靠拢或互相远离；

[0070] 第三电机，设置于检测壳上且用于控制驱动齿轮转动；

[0071] 检测盖，与检测壳固定连接；

[0072] 检测壳，设置于安装座上；

[0073] 所述检测盖上设置有供检测臂活动的活动槽，所述检测盖上设置有供检测齿条滑

移的滑槽。

[007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检测臂用于对阀芯的尺寸进行检测，检测齿条配合检测

齿轮、驱动齿轮以及变向齿轮，从而将检测臂的位置进行移动，第三电机负责驱动驱动齿

轮，从而提高整体的稳定性。

[0075]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检测臂包括：

[0076] 活动臂，与检测齿条一体设置，且与活动槽互相配合；

[0077] 活动座，设置于活动臂远离检测齿条的一侧，且与检测盖抵触滑移；

[0078] 活动块，与活动座互相滑移连接；

[0079] 调节杆，转动连接于活动座上，且与旋转座固定旋转；

[0080] 旋转座，设置于活动座上且与调节杆转动配合；

[0081] 检测块，设置于活动块上，并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82] 检测臂，一体设置于检测块远离调节杆的一侧；

[0083] 检测夹片，一体设置与检测臂远离检测块的一侧，且用于夹持固定检测针；

[0084] 检测针，设置于检测夹片上，且用于与阀芯抵触；

[0085] 所述活动块上设置有供检测块安装的抵触槽，所述检测夹片上设置有供检测针放

置的固定槽；

[0086] 所述活动座上设置有燕尾块，所述调节杆穿设旋转于燕尾块上，且所述燕尾块上

设置有供调节杆安装且与外界互相连通的半槽，所述活动块上设置有供燕尾块滑移连接的

燕尾槽，所述活动块上还设置有与调节杆螺纹配合且与燕尾槽互相连通的螺纹半槽。

[008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活动臂带动活动座进行运动，同时活动块与活动座之间

通过调节杆进行调节，从而对位置进行变动，而检测块撇和检测臂、检测夹片、检测针，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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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阀芯进行检测，实用性强。

[008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调节杆上还一体设置有供人握持

的旋钮，所述活动块上设置有指示件，且所述活动座上设置有与指示互相指示配合的刻度；

[0089] 所述活动块上还设置有用于调节与燕尾块之间的松紧度的间隙，且所述活动块与

燕尾块之间通过螺栓进行调节以控制间隙大小。

[009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旋钮的设置，方便进行调节，而指示件配合刻度，方便对

调节后的位置进行查看，更加方便，间隙配合螺栓进行调节，从而提高整体的松紧度，并且

也能起到提高稳定性的作用。

[0091]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还包括设置于磨床双的冷却组件，所

述冷却组件包括：

[0092] 冷却块，固定连接于磨床上；

[0093] 连接管，设置于冷却块上且与外界互相连通，以供白油通入；

[0094] 开关，设置于连接管上，且用于启闭连接管；

[0095] 阀门，设置于冷却块远离连接管的一侧，且设置有若干并将折管与冷却块连接；

[0096] 折管，用于输出白油；

[0097] 喷头，设置于折管远离阀门的一侧，且套设球接于折管上。

[009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冷却块的设置，从而将连接管与折管进行连接，并且

连接管上的开关对进水进行控制，而冷却块上的阀门对每个折管均进行启闭的控制，从而

提高了整体的实用性，喷头的球接，使方向可以调节，实用性强。

[0099]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100] 1.提高阀芯质量，提高阀芯整体稳定性，减小尺寸偏差的特点；

[0101] 2.加工更加智能。

附图说明

[0102] 图1是阀芯加工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103] 图2是磨床以及冷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104] 图3是旋转夹紧组件的安装示意图。

[0105] 图4是稳速组件、顶针、连接轴承、推动气缸、第二电机以及支架的安装示意图一。

[0106] 图5是稳速组件、顶针、连接轴承、推动气缸、第二电机以及支架的安装示意图二。

[0107] 图6是稳速组件的爆炸示意图一。

[0108] 图7是稳速组件的爆炸示意图二。

[0109] 图8是双杆气缸的安装示意图。

[0110] 图9是检测组件的安装示意图。

[0111] 图10是检测臂的爆炸示意图一。

[0112] 图11是检测臂的爆炸示意图二。

[0113] 图中，1、机架；10、电动直线滑轨；11、滑移板；120、滑块；121、螺纹块；122、螺纹杆；

123、底座；124、第一电机；2、磨床；3、旋转夹紧组件；30、安装盖；31、安装板；32、推动气缸；

33、连接轴承；34、顶针；340、齿轮槽；35、第二电机；36、第一支架；37、稳速组件；3700、第三

支架；3701、蜗杆；3702、第二支架；3703、涡轮；3704、行星齿轮组；3705、太阳齿轮；3706、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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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件；3707、支架盖；3708、输出轴；3709、连接齿轮；3710、限位条；3711、旋转槽；40、连接座；

41、卡钩；42、活动扣；43、插入块；44、插入槽；45、双杆气缸；46、锁扣；47、放置槽；48、安装

座；5、检测组件；50、检测臂；500、活动臂；501、活动座；5010、燕尾块；5011、半槽；5012、刻

度；502、活动块；5020、抵触槽；5021、燕尾槽；5022、螺纹半槽；5023、指示件；5024、间隙；

503、调节杆；5030、旋钮；504、旋转座；505、检测块；506、检测条；507、检测夹片；508、检测

针；509、固定槽；51、检测齿条；52、检测齿轮；53、变向齿轮；54、驱动齿轮；55、第三电机；56、

检测盖；560、活动槽；561、滑槽；57、检测壳；6、冷却组件；60、冷却块；61、连接管；62、开关；

63、阀门；64、折管；65、喷头。

具体实施方式

[011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11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11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阀芯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117] S1、红镦：取出原料并将原料加热，并通过冲床进行冲压以加工出阀芯毛胚。

[0118] 在步骤S1中，原料是采购的，并且为圆柱形的小段材料，将小段材料进行加热，并

将加热后的材料放入冲床中进行冲压，从而形成阀芯毛胚。

[0119] S2、粗车：将冲压后的阀芯毛胚，通过车床进行加工，以将阀芯毛胚表面的多余材

料切削，并根据产品图纸初步加工，并浸泡防锈水。

[0120] 在步骤S2中，将冲压后的阀芯毛胚，固定至车床上，并且进行车削加工，从而将阀

芯毛胚表面的多余材料进行去除，并且根据产品图纸进行加工，在加工完成后，将产品浸泡

防锈水。

[0121] S3、精车：按照产品图纸尺寸通过车床进行加工，以将阀芯毛胚进一步加工，以加

工出阀芯外形，并浸泡防锈水。

[0122] 在步骤S3中，按照产品图纸，通过车床进行进一步的车削加工，并且将阀芯毛胚进

行进一步的加工，从而对阀芯的外形进行准确的加工出来，在加工完成后，浸泡防锈水。

[0123] S4、钻孔：按照产品图纸尺寸通过车床加工出阀芯的中间连通孔，以形成阀芯，并

浸泡防锈水。

[0124] 在步骤S4中，按照产品图纸，通过车床进行打孔，从而将阀芯的中间连通孔进行加

工，以形成阀芯，并且在打孔完成后，通过防锈水浸泡。

[0125] S5、铣边：将阀芯毛胚的断面处理以形成平整光洁的表面，并浸泡防锈水。

[0126] 在步骤S5中，将阀芯毛胚的断面处理加工，从而形成平整光洁的表面，并且在加工

完成后浸泡防锈水。

[0127] S6、去毛刺：用刮刀或锉刀去除周边毛刺，并浸泡防锈水。

[0128] 在步骤S6中，通过刮刀或者锉刀对阀芯进行打磨，从而去除周边的毛刺，并且在加

工完成后，通过防锈水的浸泡。

[0129] S7、热处理：将阀芯进行加热处理。

[0130] 在步骤S7中，将阀芯进行热处理，从而提高整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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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1] S8、表面处理：将阀芯进行挂镀蓝白三价铬。

[0132] 在步骤S8中，将阀芯进行挂镀，并且将蓝白三价铬进行挂镀，以提高整体品质。

[0133] S9、磨外圆：通过磨床2对阀芯进行打磨处理，在磨削同时喷射白油。

[0134] 在步骤S9中，通过磨床2对阀芯进行打磨处理，并且在打磨的同时喷射白油，从而

进行降温以及表明的处理。

[0135] S10、成品检验：对阀芯的外观以及尺寸检验。

[0136] 在步骤S10中，将加工完成后的阀芯，通过人工进行外观的检验以及尺寸的检验。

[0137] S11、上油：对阀芯进行油脂的喷淋。

[0138] 在步骤S11中，将阀芯进行油脂的喷淋，从起到防锈的处理。

[0139] S12、包装：上油后的阀芯进行封塑包装。

[0140] 在步骤S12中，将上油后的阀芯进行塑料热缩袋进行包装，并且通过加热进行包

裹。

[0141] 其中，热处理包括以下步骤：

[0142] S700、去应力热处理工序：采用分段加热，第一段加热温度为300℃，到温后保温

1.5h，第二段加热温度为450℃，到温后保温45min，第三段加热温度为650℃，到温后保温

30min，采用风冷和空冷相结合冷却至室温，先通过风冷以6℃/s冷却至320℃，且出风口至

阀芯的距离为30mm‑300mm，再空冷至室温；

[0143] S701、一次淬火：将阀芯放置淬火炉中，加热至750℃，保温3h，将完成淬火加热完

成后浸入淬火油中，保持淬火油温度为60℃，时间45min，然后冷却至室温，并清洗烘干；

[0144] S702、二次淬火：将阀芯再次放置淬火炉中二次淬火加热处理，淬火保温温度为

650℃，保温时间为2h，将完成淬火加热完成后浸入淬火油中，保持淬火油温度为80℃，时间

50min，然后冷却至室温，并清洗烘干；

[0145] S703、回火：将阀芯放置回火炉中，加热至400℃，保温30min，然后继续加热至600

℃，保温60min，冷却至室温；

[0146] S704、表面强化热处理工序：热处理温度750℃，到温后保温5min，然后采用水冷与

空冷结合，先采用水冷以6℃/s的冷却速率将叶片水冷至400℃，然后通过风冷以6℃/s冷却

至300℃，再采用水冷以3℃/s的冷却速率将叶片水冷至室温；

[0147] S705、通过空气压缩机将涂料高速喷射到需要处理的阀芯表面。

[0148] 其中，磨外圆包括以下步骤：

[0149] S900、一次打磨：通过夹具固定阀芯并以660r/min对阀芯进行转动，磨床2上的磨

盘以800r/min进行打磨，并间隔2s喷射一次白油，并保持5min的打磨时间；

[0150] S901、二次打磨：夹具以800r/min对阀芯进行转动，磨床2上的磨盘以1200r/min进

行打磨，并持续喷射白油，直至打磨结束。

[0151] 参照图1所示，在进行磨外圆的时候，将阀芯固定至旋转夹紧组件3进行夹紧固定，

并且进行旋转，配合磨床2进行打磨，且磨床2的打磨方向与旋转夹紧组件3的旋转方向由工

作人员进行设置，可以为同相旋转，也可以为反相旋转，通过不同的旋转方向以及转速，对

打磨的状态进行控制。在打磨完成后，通过位于两个旋转夹紧组件3之间的检测组件5对阀

芯的外径进行检测，且以上装置均安装至机架1上。

[0152] 参照图2所示，机架1上设置有电动直线滑轨10，电动直线滑轨10通过螺栓固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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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1上，并且电动直线滑轨10将磨床2进行固定，通过电力驱动磨床2的位置。

[0153] 位于磨床2的上方，设置有冷却组件6，冷却组件6将对正在打磨的阀芯进行降温以

及表面保护，冷却组件6包括冷却块60、连接管61、开关62、阀门63、折管64、喷头65。

[0154] 冷却块60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磨床2上，且冷却块60远离加工的一侧安装有连接

管61，连接管61与外部互相连通，从而供白油的提供，并且连接管61上还设置有开关62，开

关62通过旋转，从而将连接管61的通路进行启闭。本实施例中，开关62可以设置为电控的电

磁开关62，也可以设置为手动的蝶阀，通过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0155] 冷却块60远离连接管61的一侧设置有阀门63，阀门63可以设置为电控的电磁开关

62，也可以设置为手动的蝶阀，通过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并且阀门63上还设置

有供白油输出的折管64，阀门63位于折管64与冷却块60之间。折管64可以在外力的状态下

进行方向的调节，从而对不同的方向进行白油的输出，并且折管64、阀门63设置有多个，从

而方便调节。折管64远离阀门63的一侧还球接有喷头65。喷头65可以进行旋转，从而进一步

对喷射的方向进行调节。

[0156] 参照图3所示，旋转夹紧组件3设置有两组，其结构和工作方式均相同，以下以其中

一台为例进行公开。

[0157] 机架1通过螺栓固定有滑移板11，滑移板11呈对称设置，并且每台旋转夹紧组件3

下均设置有一组。滑移板11上还滑移连接有滑块120，滑块120与旋转夹紧组件3固定连接，

固定的方式可以采用焊接，也可以采用螺栓等可拆卸的方式，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

常识，在此不做赘述。

[0158] 位于滑移板11之间还设置有底座123，底座123上转动连接有螺纹杆122，底座123

位于螺纹杆122的两端，螺纹杆122在底座123上进行转动，为了提高整体的稳定性，也可通

过轴承进行连接，螺纹杆122上螺纹配合有螺纹块121，螺纹块121与旋转夹紧组件3进行固

定，且位于机架1与旋转夹紧组件3之间，机架1上还设置有用于驱动螺纹杆122转动的第一

电机124。

[0159] 参照图3、4所示，旋转夹紧组件3包括安装盖30、安装板31、推动气缸32、连接轴承

33、顶针34、第二电机35、第一支架36以及稳速组件37。

[0160] 其中，安装盖30与安装板31之间通过螺栓进行固定，安装盖30与滑块120以及螺纹

块121进行固定。且安装盖30中还设置有驱动控制用的电路板，电路板中具有芯片，且芯片

中具有检测用的程序，从而转速以及压紧力进行控制。

[0161] 第二电机35上套设有第一支架36，且第一支架36设置有两个，并与第二电机35穿

设卡嵌，且第一支架36通过螺栓与安装板31进行固定。推动气缸32高度于安装板31的内侧，

并且推动气缸32的活塞杆上设置有连接轴承33，连接轴承33与顶针34进行固定，即通过连

接轴承33将顶针34与推动气缸32的活塞杆进行固定，从而实现推移顶紧以及旋转。

[0162] 顶针34穿设出安装板31，且安装板31上还设置有稳速组件37，稳速组件37用于将

第二电机35与顶针34进行连接，从而通过第二电机35的转动以控制顶针34的转动。

[0163] 参照图4、5所示，稳速组件37包括第三支架3700、蜗杆3701、第二支架3702、涡轮

3703、行星齿轮组3704、太阳齿轮3705、安装件3706、支架盖3707、输出轴3708、连接齿轮

3709以及限位条3710。

[0164] 其中，第二电机35的输出轴3708上固定有蜗杆3701，蜗杆3701可以与第二电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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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轴3708进行焊接，也可以通过螺栓穿设过蜗杆3701与第二电机35的输出轴3708进行

固定。安装板31上通过螺栓固定有第二支架3702，第二支架3702与蜗杆3701互相穿设配合，

从而用于支撑蜗杆3701，并且供蜗杆3701于第二支架3702中进行转动。

[0165] 参照图6、7所示，安装板31上通过螺栓还固定有第三支架3700，第三支架3700上还

设置有安装件3706，且第三支架3700上还设置有供安装件3706自转的旋转槽3711，且安装

件3706呈圆盘形设置，并且安装件3706上还套设有行星齿轮组3704，行星齿轮组3704由三

个行星齿轮构成。行星齿轮在安装件3706上进行自转。

[0166] 第三支架3700上还抵触配合有涡轮3703，涡轮3703与行星齿轮组3704互相啮合，

并且涡轮3703将行星齿轮组3704进行包裹。涡轮3703上还设置有太阳齿轮3705，太阳齿轮

3705与行星齿轮组3704互相啮合，并且太阳齿轮3705位于三个行星齿轮组3704之间，从而

起到传输的作用。本实施例中，涡轮3703、太阳齿轮3705以及行星齿轮组3704之间可选用斜

齿，从而提高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扭力，也可以使用直齿。且太阳齿轮3705设置于安装件3706

的重心上。

[0167] 太阳齿轮3705上一体设置有输出轴3708，输出轴3708上还一体设置有支架盖3707

以及连接齿轮3709。且位于输出轴3708上的连接齿轮3709、支架盖3707以及太阳齿轮3705

位于同一轴线上，且呈一字排开，并且输出轴3708穿设于安装件3706的圆心以及第三支架

3700。支架盖3707用于盖合行星齿轮组3704、太阳齿轮3705以及安装件3706。

[0168] 第三支架3700上通过螺栓固定有限位条3710，限位条3710用于限位固定支架盖

3707并与支架盖3707抵触旋转，从而使涡轮3703固定与第三支架3700和支架盖3707之间，

必要时，限位条3710上可以球接滚珠从而减少限位条3710与支架盖3707之间的摩擦力。

[0169] 参照图5、6所示，连接齿轮3709与顶针34上的齿轮槽340互相啮合，并且齿轮槽340

的长度与推动气缸32的行程一致，从而进行活动。

[0170] 参照图8所示，滑移板11上且位于旋转夹紧组件3之间还设置有连接座40，滑移板

11呈工字形设置，并且滑移板11设置有两根。而连接座40上一体设置有用于固定滑移板11

的卡钩41，连接座40上远离卡钩41的一侧通过螺栓连接有活动扣42，活动扣42上设置有插

入块43，连接座40上设置有供插入块43插入的插入槽44，通过螺栓将连接座40与活动扣42

互相固定，从而固定至滑移板11上。

[0171] 连接座40上设置有双杆气缸45，且双杆气缸45的伸缩方向与磨床2上磨盘的推动

方向一致。连接座40上对称设置有用于固定双杆气缸45的锁扣46，而锁扣46上设置有用于

固定双杆气缸45的折角处的放置槽47。

[0172] 双杆气缸45的活塞杆上还固定有供检测组件5安装的安装座48，安装座48通过螺

栓与用于检测阀芯尺寸的检测组件5进行锁定。

[0173] 参照图9所示，检测组件5包括检测臂50、检测齿条51、检测齿轮52、变向齿轮53、驱

动齿轮54、第三电机55、检测盖56以及检测壳57。

[0174] 其中，检测盖56与检测壳57之间通过螺栓进行固定，并且检测壳57内设置有检测

用的电路板，电路板中具有芯片，且芯片中具有检测用的程序，从而对阀芯进行检测。

[0175] 检测盖56上靠近检测壳57的一侧设置有检测齿条51，而检测齿条51与检测臂50固

定连接，从而控制检测臂50对阀芯进行检测。位于检测壳57上还通过螺栓固定有第三电机

55，第三电机55的输出轴3708上固定有驱动齿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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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6] 而检测壳57上还固定有检测齿轮52以及变向齿轮53，检测齿轮52和变向齿轮53通

过轴进行固定，并且于轴上进行旋转，而检测齿轮52以及变向齿轮53均与驱动齿轮54互相

啮合，而检测齿轮52设置有两个，并且驱动两个齿条进行同步的张开以及缩拢。

[0177] 参照图10、11所示，检测盖56上开置有供检测臂50活动的活动槽560，且检测盖56

上开置有供检测齿条51滑移的滑槽561。而检测臂50包括活动臂500、活动座501、活动块

502、调节杆503、旋转座504、检测块505、检测条506、检测夹片507以及检测针508。

[0178] 其中，活动臂500与检测齿条51一体设置且与活动槽560互相配合，而活动座501设

置于活动臂500远离检测齿条51的一侧，且活动座501与检测盖56抵触滑移。活动臂500与活

动座501之间通过螺栓进行固定，且活动座501中还上设置有供螺栓安装的沉槽。

[0179] 活动块502与活动座501互相滑移连接，活动座501上一体设置有燕尾块5010，而活

动块502上设置有供燕尾块5010滑移连接的燕尾槽5021。活动座501上一体设置有旋转座

504，旋转座504与调节杆503互相转动连接，必要时通过轴承进行固定。且调节杆503穿设旋

转于燕尾块5010上，而燕尾块5010上设置有供调节杆503安装且与外界互相连通的半槽

5011，此时调节杆503与螺栓互相不接触。

[0180] 而活动块502上还设置有与调节杆503螺纹配合且与燕尾槽5021互相连通的螺纹

半槽5022，且活动块502上还设置有用于调节与燕尾块5010之间的松紧度的间隙5024，而活

动块502与燕尾块5010之间通过螺栓进行调节以控制间隙5024大小，从而控制夹紧程度。

[0181] 调节杆503上还一体设置有供人握持的旋钮5030，活动块502上设置有指示件

5023，且活动座501上设置有与指示互相指示配合的刻度5012，从而对调节的位置进行控制

与查看。

[0182] 活动块502设置有检测块505，且活动块502上设置有供检测块505安装的抵触槽

5020，从而实现相互的限位，并且通过螺栓将活动块502以及检测块505进行固定。检测块

505上远离活动块502的一侧一体设置有检测条506。

[0183] 检测条506上远离活动块502的一侧一体设置有用于夹持固定检测针508的检测夹

片507，检测夹片507上设置有用于与阀芯抵触检测的检测针508。且加测夹片上设置有供检

测针508放置的固定槽509，检测夹片507上设置有螺栓，通过螺栓的松紧度，从而调节与检

测针508的夹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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