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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及其零部件再制造关键技术
Key Technology for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and Its Components
刘子武 贾秀杰 李方义
（ 山东大学）
〔摘要〕 再制造是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介绍了内燃机
再制造的拆卸、清洗、检测、修复等再制造技术环节的现状，分析了内燃机再制造技术目前面临的
问题及解决途径，同时，展望了内燃机再制造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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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000 亿美元，
美国的再制造产业规模最大，达到 750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6 －
2020 年） 》将资源与环境作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并在

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燃机工业 （ 包括主机
及配件） 经过多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目前

第三主题《制造业发展科技问题研究》中，将“机械装
备的自修复与再制造”列为 19 项关键技术之一，
作为

约有 4000 余家制造企业。2014 年，内燃机全行业工
业总产值 4500 亿元，内燃机产品总产量 8000 万台，

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国家可持续发
展战略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人口、资

总功率 20 亿千瓦。截止到 2014 年底，我国内燃机产
品社会总保有量 4 亿台。各类内燃机产品基本满足

源、
环境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再制造工程
［1］
已成为构建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3 年 2

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
并有相当数量产品以单机或
随配套主机出口到国际市场。因此，
我国内燃机再制

月，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内燃机工业
节能减排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国办发〔2013〕

造工程的发展潜力很大。

12 号） ，
《意见》中指出： 制定实施内燃机产品再制造

内燃机再制造是指把失效的内燃机整机及零部
件通过拆解、清洗、检测分类、再制造加工或升级改

推进计划，
积极开展内燃机产品再制造关键共性技术
研发，
优选再制造技术路线，
完善再制造工艺流程，
支

造、
装配、
再检测等工序后恢复到与原产品一样的技
术性能和质量的批量化制造过程，
如图 1 所示。目前

持采用表面修复等关键技术，
建立健全有利于旧件回
收的市场体系，推广符合标准的内燃机再制造产品，

国内开展再制造试点的内燃机零部件产品范围主要
有发动机、
变速器、发电机、起动机、转向器等几类产

鼓励对内燃机及其关键零部件开展再制造。内燃机
再制造可以大量节约能源、
资源，
减少环境污染，
意义

品，
实际上仅内燃 机 上 的 可 再 制 造 产 品 就 多 达 30
［2］
余种 。

重大。

1

内燃机再制造关键技术发展现状：

具有五十多年的发
再制造技术起源于欧美地区，
展历史。到今天，从技术标准、生产工艺、加工设备、
供应、
销售到售后服务，都已形成一套初步完整的体
系，
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再制造在欧美发达国家已
形成巨大的产业。2005 年，全球再制造业产值超过

图1

1. 1

再制造拆卸现状

内燃机再制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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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回收设计己成为现代设计领域的研究热点
之一，
特别是在美国、西欧、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研

业的比例才刚刚过 20% 。我国目前工业清洗行业
70% 以上用的还是化学方法。无论是化学清洗还是

究更是十分活跃。欧美等国家关于拆卸技术的研究

人工清洗，
都存在着清洗成本高、
效率等问题，这远远
不能满足内燃机再制造清洗的要求。

主要集中在设计阶段就需要考虑可拆解性和是否有
益于回收，
针对再制造过程中的重要设计要素 （ 如拆
卸性能、
零件的材料种类、
设计结构与紧固方式等） 进
行研究。此外也研究了许多理论，开发了相应工具，
形成了在经济和环保方面均有利于回收或再制造的
拆卸方案。例如，美国克莱斯勒、通用和福特三大汽
车公司共同创立了汽车回收开发中心，
对新车进行拆
卸试验。他们拆下全部组件，
将每个部件的重量称出
来，
对整个过程录像，
以便于学会如何改进汽车设计，
使拆 卸 更 容 易。 德 国 宝 马 BMW 也 已 设 计 了 一 个
［3］

DFD 车间等

。

我国拆卸回收行业
国内拆卸回收技术发展较晚，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目前，全国共有报废汽车回
收拆解资质企业 520 家，回收网点 3000 余个，从业人
［4］
员近 3 万人 ，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业普遍存在着拆解
水平低、
设备和技术落后的问题，其次是拆解过程中
缺乏规范化操作的管理，
往往会造成拆解过程的二次
污染。在拆解工艺方面基本上是粗放式的手工拆解，
目前还没有形成标准的规范化工业拆解线。在拆解
工具方面也是以简单的手工工具为主，
缺少适应性强
的自动化工具。但经过几年来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积极引导，
部分拆解企业已逐步实现车间内拆
解一条龙流水作业，
专业化、
机械化，
管理现代化水平
逐年提高。
1. 2 再制造清洗现状

清洗步骤是再制造过程中产生污染的主要来源。
清洗过程所产生的有害物常常会危害环境，
对有害物
进行无害处理的费用也高的惊人。因此，
在再制造清
洗过程中要尽量减少清洗液对环境的危害，
采用绿色
环保清洗技术和物理清洗技术是当今再制造清洗的
发展趋势。内燃机回收部件比较大，
如何开发相关设
备对其进行高效绿色清洗，
是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1. 3 再制造检测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开发了
高新的“设备诊断技术”，即无损检测技术。在设备
运行中或基本不拆卸全部设备的情况下，
就可以掌握
设备运行状态，判定产生故障的部位和原因，预测未
来的技术状态。通过无损检测技术，
可以定量掌握缺
陷与强度的关系，评价构件的允许负荷、寿命或剩余
寿命，
检测设备（ 构件） 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结构不完整性及缺陷情况。因此，
无损检测技术是再
制造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美国军队是再制造的
最大受益者，其中在 B － 52H 型轰炸机的再制造中，
80% 以上的零部件经过
无损检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了各种无损检测技术的检验，
然后决定其是否可用或
者修复后继续使用，
而对于修复后以及用于替换旧件
的新零部件则几乎 100% 地利用无损检测技术进行了
质量检测和监控，
经过再制造保证了飞机的高性能和
［6］

高可靠性

。

清洗是借助于清洗设备将清洗液作用于工件表
，
面 采用机械、
物理、化学或电化学方法，去除装备及

我国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
，
无损检测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在再制造业得到了一定

其零部件表面附着的油脂、锈蚀、泥垢、水垢、积碳等
污物，
并使工件表面达到所要求清洁度的过程。

的应用。随着无损检测技术与计算机技术、
数字图像
处理技术、
电子测量技术的结合、
实时成像技术、
层析

做好零部件的清洗工作是保证再制造质量的重
要一环。清洗方法和清洗质量对准确鉴定零部件、
保

射线照相技术、
数字辐射成像技术等已成为无损检测
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
无损检测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呈

证再制造质量、降低再制造成本、提高再制造产品寿
命等均能产生重要影响。

现出数字化、
实时化、
大型化和广应用化的发展趋势。
这些常规无损检测技术的发展进步，
使再制造毛坯缺

当今，
各种绿色、
环保的清洗技术不断推出，
对再
制造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绿色清洗

陷的定量解释成为可能，
从而为寿命评估和剩余寿命
预测提供了技术支撑，
一些新型的无损检测方法如磁

产业的规模较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比如在西
方发达国家，
绿色清洗技术中仅高压水射流清洗技术

记忆技术等也将对再制造产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尽管我国的无损检测仪器设备品种已相当完备，

这一项就占到了工业清洗业市场份额的 80% 以上，
［5］
在美国，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90% 。而我国在上个

各种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较广，
但与国外先进的无损
检测技术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尤其是针对内燃机

世纪 80 年代引入这项技术至今，它所占的工业清洗

再制造，
还缺乏相关的设备和技术应用验证。我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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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机市场即将进入大型成套设备报废的高峰期，
内燃
机再制造毛坯的不确定性要求我国应加快无损检测
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保证内燃机再制造过程质量，
满足我国内燃机再制造市场的需要。
1. 4 再制造修复现状
修复是再制造环节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再制造修
复包括对零部件的恢复和升级，
主要指对失效的零件
根据新品的要求，
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恢复到或超过
新品的技术质量标准。再制造加工方法很多，
主要包
括： 恢复尺寸法、修理尺寸法、附加零件法、改造升级
法等。
欧美国家在机械产品再制造加工方面，主要通过
换件修理法和尺寸修理法来恢复零部件的尺寸。如
英国 Lister Petter 再制造公司，
他们每年为英、
美军方
再制造 3000 多台废旧发动机。再制造时，对于磨损
超差的缸套、
凸轮轴等关键零件都予以更换新件，并
［7］
不修复 。
我国的再制造工程是在装备维修工程和表面工
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各种表面技术和复合表面技
术主要用来修复和强化废旧零件的失效表面，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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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工程技术是零部件再制造的重要技术手段，
应用
纳米电刷镀、
热喷涂等先进表面技术将保证内燃机再
制造产品的质量。

2 内燃机再制造关键技术存在的问题
及解决方法
2. 1

再制造拆卸技术

内燃机及其配件主要连接形式有螺栓连接、
销连
、
、
，
接 锥花键连接 过盈配合连接等 某些螺栓连接和销
连接严重锈蚀和烧蚀，
甚至出现断头现象，
无法拆解；
某些连接拆解空间有限，
拆解困难，
安全性差； 过盈配
合连接和锥花键连接不易拆解，
拆解常造成配合件的
损坏。目前，
国内内燃机再制造缺乏针对螺栓连接、
销连接、
锥花键连接、过盈配合连接等的无损高效拆
解工具，
拆解作业存在效率低、费用高、周期长、零部
件拆解质量水平对工人技术要求高等问题，
影响了再
制造的自动化生产程度。因此，
开展高效、
无损、自动
化或半自动化的新型辅助拆解工具设计研究具有一
定的复杂性和难度。
应以无损、
高效拆解为目标，对拆解工具进行改
造性和完善性设计，同时针对特殊结构、难拆解螺栓
连接、
销连接、
锥花键连接及其他形式连接，
设计新型
，
辅助拆解工具 实现内燃机典型零部件的无损、高效
拆解。
2. 2 再制造清洗技术
内燃机零部件再制造清洗不仅要求清洗质量高，
还要求清洗工艺绿色无污染，
对环境影响小。内燃机
零部件结构复杂、再制造毛坯污物难于清洗，各种传
统清洗技术在内燃机清洗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单一
清洗工艺往往难以实现零部件的彻底清洗。目前，
国

图2

再制造主要修复关键技术

再制造的关键技术。具体相关的技术如图 2 所示：
国内许多院校和研究所对再制造修复方面进行
研究，
装甲兵工程学院等应用表面工程技术设备零部
件的再制造进行研究和应用，在纳米电刷镀、纳米减
磨自修复、
高速电弧喷涂、等离子喷涂等纳米表面工
程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自动化表面工程
技术（ 如自动化纳米颗粒复合电刷镀等） 也有很大进
展。内燃机再制造的关键是对其关键零部件进行再
制造，
这些零部件主要包括曲轴，缸盖，缸体、连杆等
关键零部件以及增压器、发电机、起动机、燃油泵、水
泵、
机油泵等主要配套件，表面工程技术尤其是纳米

内外关于单一物理清洗技术及化学清洗技术的研究
较成熟，
但诸如多元复合清洗方法及其工艺等研究还
没有成熟，
针对内燃机再制造的清洗工艺绿色化研究
也较少。因此，
结合内燃机再制造零部件特点，开展
基于环境适应性的绿色、
高效多元复合清洗技术研究
有一定难度。
应保证零件的正常使用，
避免清洗对零件造成腐
，
蚀或损伤的情况下 选择合理物理清洗方法，优化针
对不同的污物（ 油污、
积炭、
水垢、
旧漆层和有机涂层、
氧化皮） 的清洗方法、
工艺及设备，
同时提高清洗过程
的绿色性，
减少环境污染。开展新型工业清洗技术，
如： 熔盐清洗、
超声清洗、
干冰清洗及超临界二氧化碳
清洗等。
2. 3 再制造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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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技术，
虽然其有很新
的发展，
某些领域应用也比较成熟，但也存在部分检

应进一步提高镀层的结合强度、提升镀层性能。
例如对高速电弧喷涂技、激光熔覆技术、纳米颗粒复

测不精准、
不定量、不形象等不足。尤其在再制造毛
坯检测和再制造产品的涂层检测中，目前的无损检测

合电刷镀技术及冷焊技术进行工艺参数优化，
开发新
型复合再制造修复技术等。

技术尚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在涂层的无损检测中，
如
何做到定量、
准确、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尽量不破坏

2. 5

试样，
并易于实现自动化和标准化，是该课题研究的
难点和关键点。目前，
西方发达国家对无损检测技术
十分重视，
并与计算机技术、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电子
测量技术相结合，并向实时成像技术、层析射线照相
技术、
数字辐射成像技术等方向发展，以解决与实际
需求的差距。
针对内燃机零部件的材料及结构特点，尤其重点
针对进入修复工序（ 如减尺寸修复、热喷涂、电刷镀、
冷焊、
激光再制造等） 的再制造零部件，
深入研究各种
无损检测方法在内燃机再制造中的应用，
综合分析影
响检测结果的各项技术参数，
重点对各种无损检测技
术进行研究、
优化，
形成相应的检测方案，从而准确定
位各种缺陷的位置、
大小、
形状等参数，
测量再制造指
（
标 如纳米材料在表面强化涂层中的厚度等 ） ，保障
零部件表面及内部缺陷的检出率和检测速度，为再制
造毛坯的性能和形状等质量检测、
再制造产品的寿命
预估、
再制造加工过程优化和在线监控、再制造成品
的无损检测和抽检提供支持。
2. 4

再制造修复技术
目前，
针对内燃机典型零部件修复主要修复技术

再制造生产线装备

内燃机再制造生产线装备主要功能包括拆解、分
类回收、
清洗、
表面修复和再装配等，
成套生产装备涉
及内燃机再制造全过程，生产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可
靠性是内燃机再制造产品质量的重要保证。设备零
部件的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加工工艺以及制造精度
影响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设备装配工艺、装配精
度以及各设备之间安装工艺对成套生产线装备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产生直接影响； 设备运行生产能力优化
和协同控制问题也将成为成套生产线装备稳定可靠
运行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内燃机再制造成套
生产线装备的研究是需要重点解决的技术问题。
内燃机再制造成套装备应以实现装备柔性模块
化，
装备稳定性、可靠性，装备数字化装备系列化、标
准化的要求，
以提高内燃机再制造成套装备设计的制
造质量，
降低制造成本。

3

总结

综合国内外内燃机再制造发展现状及问题，
主要
呈现出以下趋势： 国内外围绕再制造核心技术大量投
入，
重点在无损检测、寿命评估、清理清洗、修复工艺
可靠性、
服役安全性保证等几大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并开发高效、
绿色、
复合成套工艺和装备。

有电刷镀技术、冷焊技术、热喷涂技术等。由于内燃
机工作环境恶劣，
对修复层的强度、硬度、耐磨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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