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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钢板抛丸清理用金属磨料对比分析
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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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泵送结构件用的高强钢板，选择 0.6 mm 钢丝切丸、
0.6 mm 高碳铸钢丸、
0.6 mm 铸钢丸、0.8 mm 铸钢丸 4 种

清理效率和处理后工件表面粗糙度。结果表明：
0.6 mm 钢丝切丸
磨料，通过欧文试验比较了这 4 种磨料的欧文使用寿命、
的欧文使用寿命最长，可达到 4 135 次，清理效率最高，处理后表面粗糙度最小；高碳铸钢丸的欧文使用寿命较钢丝切丸
短，但比其他 2 种铸钢丸欧文使用寿命都要长；
0.6 mm 铸钢丸处理后的钢板粗糙度在 55 μm 左右，0.8 mm 铸钢丸抛打后
的钢板表面粗糙度大于 63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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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tal Abrasive Used for High Strength
Steel Plate Shot Bl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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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Equi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SANY Pumping Division, Changsha 4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0.6 mm steel wire cut shot, 0.6 mm high -carbon cast steel shot, 0.6 mm and 0.8 mm cast
steel shot 4 abrasives wer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high strength steel plate used for pump structure pieces.
The Erwin life, cleaning efficiency and workpiece surface roughness after the processing of these 4 abrasive
were compared by the Erwin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0.6 mm steel wire cut shot Erwin has the longest
lifespan, can reach 4 135 times and the highest efficiency and the minimum surface roughness, processing;
high carbon cast steel shot has short Erwin life than steel wire cut shot, but longer than any other 2; the
plate roughness is about 55 μm after treatment of 0.6 mm cast steel shot and the plates surface roughness
more than 63 μm after treatment of 0.8 mm cast steel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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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喷抛丸是指以高速旋转的叶轮或压缩空气推动磨
料颗粒，使其获得高的动能后冲击工件表面，达到清理
和强化工件表面的目的。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铸造设
备公司制造出世界上第 1 台喷砂设备，经过多年的发
展，喷抛丸技术与装备应用领域已从单纯的制造业表
面清理扩大到了机械制造、冶金矿山、航天航空、公路
桥梁养护等各个方面[1-3]。
在喷抛丸作业中，正确选用磨料至关重要。磨料
选择合理，不但金属表面抛丸清理效果好，效率高，而
且磨料损耗小，循环使用寿命长，清理费用低 [4]。泵送
结构件臂架、转塔、转台、支腿等均采用高强钢板焊接

而成，高强钢板抗拉强度大、屈服点高给抛丸清理带
来一定的困难。本试验选择 0.6 mm 钢丝切丸、0.6 mm
高碳铸钢丸、0.6 mm 铸钢丸、0.8 mm 铸钢丸 4 种磨
料，通过欧文试验对比 4 种磨料的欧文使用寿命和抛
丸效果。

1

试验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 SG1000 高强钢板（δ 4 mm）。
1．2 试验磨料
磨料为山东开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 0.6 mm 钢
丝切丸、0.6 mm 高碳铸钢丸、0.6 mm 铸钢丸和 0.8 mm
铸钢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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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仪器
按照 SAE J445 等相关标准，采用国际标准测试仪
器欧文寿命试验机（图 1）测试磨料寿命。

1.3

钢板 30 次，扫描抛打 30 次后的钢板表面图像；
3）继续抛打 30 次，扫描抛打 60 次后的表面图像；
4）继续抛打，并分别扫描抛打 90、120、
150 次后的
表面图像。
1.4.3 清理后工件表面粗糙度
采用粗糙度比较样块法，将清理后工件表面与标
准粗糙度比较样块对比，确定工件表面的粗糙度。

2

图1

欧文试验机

1.4 试验方法
1.4.1 磨料的欧文寿命
磨料欧文寿命采用 100%替代法。
1）向欧文寿命试验机中加入 100 g 磨料；
2）循环抛打 500 次后，样品消耗达到 20%左右，
停止欧文寿命试验机；
3）取出循环后的样品，用 0.3 μm 网筛筛分磨料，
称量剩余磨料质量，记录损耗量；
4）补加磨料至有用磨料 100 g，
再循环抛打 500 次。
用 0.3 μm 网筛筛分磨料，记录损耗量并补加磨料至
100 g；
5）按照以上过程反复抛打，并记录磨料损耗量，直
到磨料损耗量累计大于或等于 100 g。
磨料欧文寿命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欧文寿命 = 整个循环次数－（每次测试次数/最后
损失%）×（累计损耗%－100）
1.4.2 磨料的清理效率
1）为便于区分，将高强钢板表面全部涂成红色并
装夹稳妥；
2）称取 5 g 磨料，用欧文试验机抛打涂色的高强

结果与讨论

2.1 磨料的使用寿命
表 1 是 0.6 mm 钢丝切丸、
0.6 mm 高碳铸钢丸、
0.6
mm 铸钢丸、0.8 mm 铸钢丸 4 种磨料的欧文试验数据，
图 2 为 4 种磨料的抛打损耗对比图。从中可以看出，
0.6 mm 钢丝切丸抛打后的损耗远低于其他 3 种磨料，
其欧文寿命高达 4 135 次。这是因为钢丝切丸的显微
组织是由“珠光体+铁素体”组成，经过锻造、冷拔后，
珠光体发生形变，层片间距减小，渗碳体变薄，容易和
铁素体一起形变而不脆断，塑性和韧性得到提高。同
时随着相界面的增大，塑性变形抗力增大，强度和硬
度得到提高，所以冷拔钢丝切丸具有很好的抗磨性，
欧文寿命长[5]。图表显示，0.6 mm 高碳铸钢丸、0.6 mm
铸钢丸、0.8 mm 铸钢丸的欧文寿命比钢丝切丸都要
短，分别为 3 269 次、2 781 次、2 686 次。高碳铸钢丸
采用离心雾化与二次淬火相结合的生产工艺，通过高
速离心雾化技术冷却细化组织，提高密度，从而获得
密度高的回火马氏体或回火屈氏体的微观结构。高碳
铸钢丸相比普通铸钢丸无网状碳化物及成分偏析，裂
纹少，强度高，韧性好，故而抛打损耗较普通铸钢丸
小，欧文寿命长[6]。
2.2 磨料的清理效率
图 3 为涂色后的高强钢板采用 4 种丸料抛打不同
次数后的效果图。图中显示，0.6 mm 钢丝切丸清理效

表 1 4 种磨料的欧文试验数据
项 目

0.6 mm 钢丝切丸

0.6 mm 高碳铸钢丸

0.6 mm 铸钢丸

0.8 mm 铸钢丸

损耗/g

累计损耗/g

损耗/g

累计损耗/g

损耗/g

累计损耗/g

损耗/g

累计损耗/g

5.910

5.910

9.284

9.284

11.110

11.110

12.168

12.168

7.583

13.493

9.727

19.011

12.890

25.000

15.212

27.380

7.943

21.436

13.322

32.333

18.310

43.310

20.908

48.288

11.248

32.684

16.779

49.112

19.680

61.620

20.103

68.391

14.083

46.767

20.216

69.328

23.790

85.410

23.354

9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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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高，抛打到 90 次后钢板表面就已经达到 Sa 2.5
级。0.6 mm 高碳铸钢丸、0.6 mm 铸钢丸循环抛打 120
次左右也可以达到 Sa 2.5 级，而 0.8 mm 铸钢丸循环
抛打 150 次仍然未能达到这样的清理效果。另外，采用
钢丝切丸清理后的高强钢板表面呈金属光泽，其他 3
种丸料处理后的表面较暗。由此可见，4 种钢丸中钢丝
切丸的清理效果最好，效率最高，0.6 mm 高碳铸钢丸、
0.6 mm 铸钢丸的清理效率相当，0.8 mm 铸钢丸清理效
率最低。一般来说，大规格的磨料比小规格的磨料清理
效率要低。

MPF

钢丝切丸为圆柱形小颗粒，丸料循环使用初期，
棱角抛打在工件表面能形成较圆形颗粒小的粗糙度
表面，故钢丝切丸处理后的表面粗糙度最小。0.6 mm
铸钢丸和高碳铸钢丸粒径相同，处理后表面粗糙度
也差不多，均为 55 μm 左右。粒径相对大的 0.8 mm
铸钢丸抛打后的工件表面粗糙度大于 63 μm。

3 结语
4 种磨料的欧文试验表明钢丝切丸的抛丸损耗
最小，欧文寿命最长，为 4 135 次；其次是高碳铸钢
丸，欧文寿命为 3 269 次；0.6 mm 铸钢丸和 0.8 mm
铸钢丸抛丸损耗最大，欧文寿命分别只有 2 781 次和
2 686 次。
钢丝切丸的清理效果最好，效率最高，只需要抛打
90 次就可以把涂色后的样板清理到 Sa 2.5 级；0.6 mm
高碳铸钢丸、0.6 mm 铸钢丸的清理效率差不多，均需
要 120 次才能把涂色后的样板清理到 Sa 2.5 级；0.8
mm 铸钢丸清理效率最差。
0.6 mm 钢丝切丸清理后钢板表面粗糙度在 48
μm 左右，0.6 mm 高碳铸钢丸、0.6 mm 铸钢丸处理后
的钢板粗糙度要略为高点，在 55 μm 左右，而 0.8 mm
铸钢丸抛打后的钢板表面粗糙度大于 63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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