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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粉末冶金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双

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的粉末冶金

制备方法，工艺流程包括：混料→成形→预烧结

→整形→机加工→去毛刺→烧结硬化→回火→

局部喷丸→洗净包装，该制备方法生产的同步器

齿毂抗拉强度增加、减少因变速器扭矩增加而断

裂风险；提高了整形、机加工、去毛刺的生产效

率，有效避免整形裂纹的风险，大大减少了机加

工刀具、去毛刺毛刷等物料损耗，大大降低了生

产能耗，免去高频淬火工艺，提高了产品质量，综

合成本在原基础上下降了20％以上，适宜大批量

生产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粉末冶金同步器

齿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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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的粉末冶金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粉末

冶金材料的组分质量百分比为，C：0.5％-0 .7％、Cu:1 .3％-1 .7％、Ni:3 .5％-4 .5％、Mo:

0.4％-0.6％,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末冶金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粉末冶金材料的组分质量百

分比为，C：0.7％、Cu:1.3％、Ni:4.5％、Mo:0.4％,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末冶金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粉末冶金材料的组分质量百

分比为，C：0.5％、Cu:1.7％、Ni:3.5％、Mo:0.6％,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末冶金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粉末冶金材料的组分质量百

分比为，C：0.6％、Cu:1.5％、Ni:4.0％、Mo:0.5％,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粉末冶金材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1)混料：按配方称取各原料组成和混料，得粉末冶金原料；

(2)成形：将步骤(1)所得粉末冶金原料放入成形机的模具中压制成形，得齿毂；

(3)预烧结，取步骤(2)得齿毂进行预烧结，得预烧结齿毂；

(4)整形：将步骤(3)所得预烧结齿毂进行整形，使齿毂相关的齿形精度、形状精度满足

技术要求，得整形后齿毂；

(5)数控机加工：将步骤(4)所得整形后齿毂根据齿毂精度要求进行适当的CNC机加切

削；

(6)去毛刺：利用齿毂去毛刺专机对机加工后齿毂进行刷毛刺，得预烧结去毛刺齿毂；

(7)烧结硬化：将步骤(6)所得齿毂，放入到高温连续烧结炉，在无氧环境中烧结，继而

进行风冷淬火，得到烧结硬化齿毂；

(8)回火：步骤(7)所得烧结硬化齿毂180℃回火，时间2小时，得回火后齿毂。

(9)局部喷丸：对步骤(8)所得回火后齿毂的6个异型键槽靠近齿毂本体根部连接筋处

进行喷丸处理，得喷丸齿毂；

(10)洗净包装：对步骤(9)所得喷丸齿毂，洗净包装，既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粉末冶金材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成形方法

为采用500T  CNC成形压机压制,齿毂整体密度≥7.0g/cm3，异型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筋处

的密度≥7.1g/cm3，各成形段分割密度≤0.2g/cm3。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粉末冶金材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预烧结温

度为850℃。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粉末冶金材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所述烧结硬化

工艺方法为：烧结采用网带式烧结硬化炉，烧结温度1120℃±10℃，在90/10N2/H2烧结气氛

中烧结30-45min，无氧环境采用氢气作为保护气体,风冷淬火采用氮气作为冷却介质，冷却

速率约为2.5-5℃/S。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粉末冶金材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9)所述局部喷丸

工艺方法为：对齿毂6个异型键槽靠近齿毂本体根部连接筋处进行喷丸处理，喷丸强度0.20

至0.25mmA,覆盖率150％，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筋部获得一定的内部残余压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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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的粉末冶金制备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粉末冶金汽车零部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

箱同步器齿毂的粉末冶金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驾乘人员对汽车的舒适性要求越来越高，双离

合代表自动变速箱的发展方向。随着汽车排量的升高、变速器所承受的最大扭矩也在增加。

一般中低排量家用乘用车搭载的变速箱最大扭矩在300N.M以下，高排量豪华车型搭载的变

速箱一般是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最大扭矩常规要求都在400N.M左右。双离合大扭矩

自动变速器没有传统自动变速器的液力变矩器，它是机械自动变速器的一种，它有两根动

力输出轴，一根连一个离合，一个控制1357档，另一个控制246倒档，在整个换挡过程中，当

一组齿轮在输出动力时，另一组齿轮已经待命，总是保持有一组齿轮在输出动力，不会出现

动力传递的间断，使换挡过程更快，提速更迅猛。由于大扭矩传递过程中没有动力中断，在

提升换挡舒适性的同时，大幅度降低了汽车燃油消耗，双离合代表自动变速箱的发展方向。

齿毂是变速器的重要部件，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器齿毂的密度、硬度、强度等相关力学性

能指标和精度都较普通变速器齿毂的要求有很大提高。普通生产齿毂的粉末冶金制造工艺

不合适生产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器齿毂。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器齿毂是典型的H型复

杂结构件，具有复杂的多台面结构和薄壁断面，外轮齿有多个异型键槽。齿毂结构：由齿毂

本体1、中心花键孔2，中心花键孔上下两个平面a和b、外轮齿3、异型键槽4和5等多部分组

成。所述的齿毂整体密度≥7.0g/cm3，异型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筋处的密度≥7.1g/cm3，成

品心部硬度280+80HV10。齿毂齿形部精度要求在8级以内，关键部位的形位公差在0.03以

内。

[0003] 齿毂是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的核心部件，其整体精度和性能直接决定着变速

箱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属于高密度、高强度、高精度的复杂结构零件。齿毂材料一般采用含

Ni和Mo等合金元素的高强度D39材质。

[0004] 现有技术生产同步器齿毂的粉末冶金工艺一般为：混料→成形→烧结→整形→机

加工→高频淬火→回火→磁粉探伤全检裂纹→退磁→洗净干燥→检验包装。通过烧结后整

形纠正齿形精度，通过数控机加工保证关键部位的形位公差精度，通过高频淬火提高产品

局部硬度。现有技术的局限性：(1)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工作时，由于承载的扭

矩大，齿毂的异型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筋处是最薄弱的部位，当齿毂受到较大拉应力时该

处是受力作用点，最先断裂，容易超过抗拉强度致齿毂断裂。现有技术生产的齿毂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该断裂失效风险。(2)由于烧结后硬度高、脆性大，整形困难，容易产生整形裂纹。

(3)由于烧结后硬度高，数控机加工效率慢、刀具损耗大、能耗高，去毛刺效率慢、毛刷损耗

高。(4)高频淬火热冲击产生高应力使齿毂变形影响成品精度、同时有产生局部裂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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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粉末冶金制备方

法，使生产的同步器齿毂抗拉强度增加，减少因变速器扭矩增加而断裂风险；提高整形、机

加工、去毛刺的效率，减少整形裂纹风险和大大降低机加工刀具、去毛刺毛刷损耗和能耗；

免去高频淬火工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的粉末冶金材料，所述粉末

冶金材料的组分质量百分比为，C：0.5％-0 .7％、Cu:1 .3％-1 .7％、Ni:3 .5％-4 .5％、Mo:

0.4％-0.6％,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7] 优选的所述粉末冶金粉末的组分质量百分比为，C：0.7％、Cu:1 .3％、Ni:4 .5％、

Mo:0.4％,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8] 优选的所述粉末冶金材料的组分质量百分比为，C：0.5％、Cu:1 .7％、Ni:3.5％、

Mo:0.6％,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9] 优选的所述粉末冶金材料的组分质量百分比为，C：0.6％、Cu:1 .5％、Ni:4 .0％、

Mo:0.5％,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该粉末冶金材料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混料：按配方称取各原料组成和混料，得冶金原料；

[0012] (2)成形：将步骤(1)所得冶金原料放入成形机的模具中压制成形，得齿毂；

[0013] (3)预烧结，取步骤(2)得齿毂进行预烧结，得预烧结齿毂；

[0014] (4)整形：将步骤(3)所得预烧结齿毂进行整形，使齿毂相关的齿形精度、形状精度

满足技术要求，得整形后齿毂；

[0015] (5)数控机加工：将步骤(4)所得整形后齿毂根据齿毂精度要求进行适当的CNC机

加切削；

[0016] (6)去毛刺：利用齿毂去毛刺专机对机加工后齿毂进行刷毛刺，得预烧结去毛刺齿

毂；

[0017] (7)烧结硬化：将步骤(6)所得齿毂，放入到高温连续烧结炉，在无氧环境中烧结，

继而进行风冷淬火，得到烧结硬化齿毂；

[0018] (8)回火：步骤(7)所得烧结硬化齿毂180℃回火，时间2小时，得回火后齿毂。

[0019] (9)局部喷丸：对步骤(8)所得回火后齿毂的6个异型键槽靠近齿毂本体根部连接

筋处进行喷丸处理，得喷丸齿毂；

[0020] (10)洗净包装：对步骤(9)所得喷丸齿毂，洗净包装，既得。

[0021] 优选的该方法步骤(2)所述成形方法为采用500T  CNC成形压机压制,齿毂整体密

度≥7.0g/cm3，异型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筋处的密度≥7.1g/cm3，各成形段分割密度≤

0.2g/cm3。

[0022] 优选的该方法优选的该方法步骤(3)所述预烧结温度为850℃。

[0023] 优选的该方法优选的该方法步骤(7)所述烧结硬化工艺方法为：烧结采用网带式

烧结硬化炉，烧结温度1120℃±10℃，在90/10N2/H2烧结气氛中烧结30-45min，无氧环境采

用氢气作为保护气体,风冷淬火采用氮气作为冷却介质，冷却速率约为2.5-5℃/S。

[0024] 优选的该方法步骤(9)所述局部喷丸工艺方法为：对齿毂6个异型键槽靠近齿毂本

体根部连接筋处进行喷丸处理，喷丸强度0.20至0.25mmA,覆盖率150％，键槽与齿毂本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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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筋部获得一定的内部残余压应力。

[0025] 有益技术效果：本发明创造性的采用预烧结、烧结硬化和局部喷丸工艺生产双离

合大扭矩变速器齿毂，大大提高产品性能、减少失效风险、降低成本20％以上、提升产品质

量。(1)采用预烧结工艺降低了整形、机加工、去毛刺前的制品硬度，大大提高了整形、机加

工、刷毛刺效率，避免了因制品硬度高、脆性大而产生整形裂纹风险，同时因制品后处理前

硬度降低而大大降低了机加工刀具、去毛刺毛刷的损耗.(2)采用烧结硬化工艺,通过调整

低合金钢成分，并将烧结过程中的冷却阶段和热处理中淬火工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

烧结结构零件不经过专门的高频淬火工序就能获得较高的强度和硬度的力学性能，不仅降

低了成本，而且对齿毂类形状复杂的结构零件，避免了热处理中淬火的热冲击而产生高应

力使零件变形大、容易产生裂纹等缺点，对提高齿毂齿形和尺寸精度、减少裂纹风险等方面

十分有效。(3)采取局部喷丸工艺目的是提高因变速器扭矩增大而增加齿毂疲劳极限的6个

异型键槽靠近齿毂本体根部的连接筋处的残余压应力，以部分抵消工作中所在处产生的拉

应力，大大提高齿毂抗拉强度和疲劳寿命，避免齿毂拉应力过大而致断裂风险。未喷丸的齿

毂在大扭矩变速箱上，因抗疲劳强度不足偶有断裂失效。喷丸以后，多次验证从未发生过因

疲劳强度不足而断裂失效。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一种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的主视图，其中：1为齿毂本体，a

和b为中心花键孔上下两个平面

[0027] 图2：是图1的A-A向剖视图，其中：2为中心花键孔、3为外轮齿、4和5为异型键槽

具体实施例

[0028] 附图1所表示的是一种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结构：由齿毂本体1、

中心花键孔2，中心花键孔上下两个平面a和b、外轮齿3、异型键槽4和5等多部分组成。所述

的齿毂整体密度≥7.0g/cm3，异型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筋处的密度≥7.1g/cm3，成品心部硬

度280+80HV10，齿毂齿形部精度要求在8级以内，关键部位的形位公差在0.03以内。该双离

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喷丸后的最低残余压应力：深度3-5um，应力-500Mpa；深度

50um，应力-700Mpa；深度100um，应力-400Mpa。

[0029] 实施例1：一种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粉末冶金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0] (1)混料：设计原料组成和混料，按质量百分比将下述原料混合均匀：C：0.7％,Cu:

1.3％；Ni:4.5％；Mo:0.4％,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得冶金原料.

[0031] (2)成形：将步骤(1)所得冶金原料放入成形机，采用500T  CNC成形压机压制,齿毂

整体密度7.05g/cm3，异型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筋处的密度7.12g/cm3；各成形段分割密度≤

0.2g/cm3，生坯各部位连接处无裂纹。生坯脱模后自动刷毛刺，得齿毂。

[0032] (3)预烧结:取步骤(2)得齿毂进行预烧结，烧结温度850℃，得预烧结齿毂。

[0033] (4)整形：将步骤(3)所得预烧结齿毂进行整形，使齿毂相关的齿形精度、形状精度

满足技术要求，得整形后齿毂。

[0034] (5)数控机加工：将步骤(4)所得整形后齿毂根据齿毂精度要求进行适当的CNC机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09852897 A

5



加切削；

[0035] (6)去毛刺：利用齿毂去毛刺专机对机加工后齿毂进行刷毛刺，得预烧结去毛刺齿

毂；

[0036] (7)烧结硬化：将步骤(6)所得成形齿毂放入到高温网带炉内进行烧结处理,烧结

温度1120℃，烧结气氛为氨分解保护气氛，冷却速度为5℃/S，得到硬化体，得到烧结硬化齿

毂；

[0037] (8)回火：步骤(7)所得烧结硬化齿毂180℃回火，时间2小时，得回火后齿毂。

[0038] (9)局部喷丸：对步骤(8)所得回火后齿毂的6个异型键槽靠近齿毂本体根部进行

喷丸处理。喷丸强度0.25mmA,覆盖率150％，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的筋部获得一定的内部残

余压应力，得喷丸齿毂。

[0039] (10)检验包装入库：对步骤(9)所得喷丸齿毂，洗净包装入库。合格品的主要指标

如下：

[0040]

[0041] 产生的负值压应力可以抵消相同数值的正值拉应力，提高齿毂的抗拉强度和抗疲

劳强度，增加制品承受的扭矩强度，提高齿毂的抗疲劳强度，增加制品承受的扭矩。

[0042] 实施例2：一种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粉末冶金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43] (1)混料：设计原料组成和混料，按质量百分比将下述原料混合均匀：C：0.5％,Cu:

1.7％；Ni:3.5％；Mo:0.6％％,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得粉末冶金原料。

[0044] (2)成形：将步骤(1)所得冶金原料放入成形机，采用500T  CNC成形压机压制,齿毂

整体密度7.08g/cm3，异型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筋处的密度7.11g/cm3；各成形段分割密度≤

0.2g/cm3，生坯各部位连接处无裂纹。生坯脱模后自动刷毛刺，得齿毂。

[0045] (3)预烧结:取步骤(2)得齿毂进行预烧结，烧结温度850℃，得预烧结齿毂。

[0046] (4)整形：将步骤(3)所得预烧结齿毂进行整形，使齿毂相关的齿形精度、形状精度

满足技术要求，得整形后齿毂。

[0047] (5)数控机加工：将步骤(4)所得整形后齿毂根据齿毂精度要求进行适当的CNC机

加切削。

[0048] (6)去毛刺：利用齿毂去毛刺专机对机加工后齿毂进行刷毛刺，得预烧结去毛刺齿

毂；

[0049] (7)烧结硬化：将步骤(6)所得齿毂放入到高温网带炉内进行烧结处理,烧结温度

1110℃，烧结气氛为氨分解保护气氛，冷却速度为2.5℃/S，得到硬化体，得到烧结硬化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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毂；

[0050] (8)回火：步骤(7)所得烧结硬化齿毂180℃回火，时间2小时，得回火后齿毂。

[0051] (9)局部喷丸：对步骤(8)所得回火后齿毂的6个异型键槽靠近齿毂本体根部进行

喷丸处理。喷丸强度0.20mmA,覆盖率150％，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的筋部获得一定的内部残

余压应力，得喷丸齿毂。

[0052] (10)检验包装入库：对步骤(9)所得喷丸齿毂，洗净包装入库。合格品的主要指标

如下：

[0053]

[0054] 产生的负值压应力可以抵消相同数值的正值拉应力，提高齿毂的抗拉强度和抗疲

劳强度，增加制品承受的扭矩。

[0055] 实施例3：一种双离合大扭矩自动变速箱同步器齿毂粉末冶金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56] (1)混料：设计原料组成和混料，按质量百分比将下述原料混合均匀：C：0.6％,Cu:

1.5％；Ni:4.0％；Mo:0.5％,剩余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得冶金原料。

[0057] (2)成形：将步骤(1)所得冶金原料放入成形机，采用500T  CNC成形压机压制,齿毂

整体密度7.06g/cm3，异型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筋处的密度7.13g/cm3；各成形段分割密度≤

0.2g/cm3，生坯各部位连接处无裂纹。生坯脱模后自动刷毛刺，得齿毂。

[0058] (3)预烧结:取步骤(2)得齿毂进行预烧结，烧结温度850℃，得预烧结齿毂。

[0059] (4)整形：将步骤(3)所得预烧结齿毂进行整形，使齿毂相关的齿形精度、形状精度

满足技术要求，得整形后齿毂。

[0060] (5)数控机加工：将步骤(4)所得整形后齿毂根据齿毂精度要求进行适当的CNC机

加切削；

[0061] (6)去毛刺：利用齿毂去毛刺专机对机加工后齿毂进行刷毛刺，得预烧结去毛刺齿

毂；

[0062] (7)烧结硬化：将步骤(6)所得齿毂放入到高温网带炉内进行烧结处理,烧结温度

1130℃，烧结气氛为氨分解保护气氛，冷却速度为3.5℃/S，得到硬化体；

[0063] (8)回火：步骤(7)所得烧结硬化齿毂180℃回火，时间2小时，得回火后齿毂。

[0064] (9)局部喷丸：对步骤(8)所得回火后齿毂的6个异型键槽靠近齿毂本体根部进行

喷丸处理。喷丸强度0.24mmA,覆盖率150％，键槽与齿毂本体连接的筋部获得一定的内部残

余压应力，得喷丸齿毂。

[0065] (10)检验包装入库：对步骤(9)所得喷丸齿毂，洗净包装入库。

[0066] 合格品的主要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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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0069] 产生的负值压应力可以抵消相同数值的正值拉应力，提高齿毂的抗拉强度和抗疲

劳强度，增加制品承受的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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