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抛丸器的爱因斯坦时刻：
重新定义性能
COMET设计论文

www.wheelabratorgroup.com

维尔贝莱特最新设计的重型抛丸器——COMET HD的开发过程打破了传统观点的束
缚，重新定义了抛丸性能。



我们从很久之前就不再单纯地以发
动机或马力的大小来评论汽车的好
坏了，但却仍然以丸料流速作为判
断抛丸器优劣的标准。在维尔贝莱
特研发团队着手研发新一代抛丸器
时，我们很快就认识到，抛丸器改
良的关键并非仅仅是提高丸料流
速，而是要重新认识怎样才能获得
理想的抛丸效果以及怎样才能在抛
丸器中有效地利用输入功率。

简言之，这意味着不能将抛丸器作
为“黑盒子”看待：即只通过改变
投入（增加功率）来提高产出；而
要将其作为一种机械装置看待，关
注能量在其中的转换效率。

汽车行业很久之前就走上了这样的
发展道路：在不改变发动机大小情
况下，提高其性能，同时降低燃料
消耗。

这篇短小的设计论文针对我们最新
研制的重型抛丸器COMET HD的发展
过程,全面分析了抛丸器内部的工作
方式，以此重新定义抛丸性能。

为什么历经百年发展，抛丸器仍须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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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抛丸机用户仍然只关注丸料流
量，将其视为抛丸器的一个至关重
要的统计数据。丸料动能与丸料质
量成正比(Ek=1/2mv2)，因此，给定
时间段内通过抛丸机的丸料质量与
该时间段内工件表面获得的能量也
成正比，这意味着它与采用的抛丸
功率也成正比。一个有说服力的例
子。

但这并未告诉我们输出功率与输入
功率的关系。简言之：要达到预期
的丸料量，我们要付出的输入功率
代价如何呢？同样，我们也完全忽
视了输出功率的变化以及到达工件
表面的输出功率情况。到底有多少
输入功率转化成了抛丸功率，具体
表现为工件表面哪些地方需要多少
抛丸功率？

任何熟悉精益原则的人都会理解这
个问题的导向，这就是我们获得更
好抛丸器的设计假设：一个好的抛
丸器必须能以尽可能少的能量有效
加速丸料，使之以适当的速度、正
确的固定的模式到达工件表面。

更为高效的抛丸器当然会降低能耗
（多抛丸器的抛丸机更是如此），
它是抛丸机用户要考虑的主要成本
因素。而通过降低抛丸器内的能量
损失，抛丸器元件和丸料本身的损
耗也应减小，这对抛丸机的运行成
本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为检验上述假设，设计出一种能量
转换效率更高的新型精品抛丸器，
我们必须深入抛丸器内部了解能量
损失到底有多少，并查明能量损耗
的起因。

与机械设计中大多数情况一样，要
改善抛丸器的性能，我们能达到的
极限受到若干物理学基本定律的制
约。

维尔贝莱特团队将一条基本原则作
为改造抛丸器的出发点，即节能原
则。抛丸器的输入功率为工件表面
所能获得的能量划定了界线。但
是，抛丸器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之
间的关系常常被忽视。

尽管大多数读者都熟悉抛丸器技术,
但还是值得对丸料沿着抛丸器主要
元件的运动路线进行简要复述。

丸料通过进料斜槽进入旋转的分丸
轮内部，分丸轮为丸料加速,使之
呈放射状通过分丸轮叶片之间的缝
隙。随后，丸料移动到定向套内壁
（静态），通过定向套上的开口流
出，随后到达一个抛丸器叶片，再
顺着叶片被甩向叶片顶端，最后到
达工件表面。

维尔贝莱特开发团队希望比以前更
详细地了解丸料的移动路线，特别
是丸料在抛丸器主要内部元件之间
的移动情况。

为此，我们部署了超高速摄影机，
以拍摄工作中抛丸器的全断面，并
以慢镜头观察丸料的移动。我们拍
摄了不同配置下抛丸器的运行情
况。

1.  面对残酷的事实：
仍然是物理学原理

2.  了解内部工作方
式：抛丸器取证

操作中抛丸器的横截面



除此之外，我们还广泛的对现有抛
丸器设计（根据团队的设想，纳入
了替代元件设计的几个未知因素）
进行了测试，测试中使用了无数不
同的设置和内部配置方案。

一般而言，用于改变抛丸器抛丸性
能的主要设计参数包括：叶片数
量，叶片的宽度、长度和形状，组
件的最大直径，定向套开口的长
度，以及元件彼此之间的相对位
置。因此，仅对现有设计，就有无
数种需测试的方案。

我们对这些方案进行分类，然后以
一种结构化方式开始生成试验数
据，测量数据并绘制图表，包括丸
料流速与电机功率的关系，抛丸模
板的长度、宽度和密度，抛丸器不
同零件（特别是分丸轮的隔断和叶
片）的磨损情况。

在对抛丸器内部工作方式的这种类
似法医学鉴定的深入分析中，我们
发现，实际情况与我们的想象大相
径庭。丸料移动并非我们认为的那
样可控，随之产生了不必要的元件
磨损和大量的丸料消耗。

例如，丸料落在叶片上的情况更接
近于击打，而不是缓缓滑行，这就
导致部分丸料在叶片之间弹动，另
外也加快了丸料的分解。

由于定向套和叶片之间存在缝隙，
加上丸料的移动轨迹不够平稳，部
分从叶片下通过的丸料颗粒会不受
控制的被下一片叶片带起，而另外
一些丸料则通过叶片后弹到抛丸器
外壳上，最后再次回到叶片的运动
轨迹中。

其他丸料颗粒到达叶片之前，会在
分丸轮和定向套之间以及定向套和
叶片之间产生多余的打转。

总之，观察到的这些问题都指向抛
丸器内部能量的大量浪费，丸料的
不可控移动、元件的磨损以及丸料
不必要的分解都体现了能量的浪
费。

除了找到已知参数的最佳配置外，
团队还认识到分丸轮设计（特别是
分丸轮隔断几何结构）、定向套几
何结构(特别是开口周围)、各叶片
的工作面形状以及分丸轮、定向套
和叶片之间的间隙和位置关系都有
很大的改进空间。完成这些改进，
才能确保丸料更平稳地在抛丸器内
流通。

在意识到我们对抛丸器的了解有着
巨大偏差之后，团队更为谨慎，他
们消除了原先对零件应有的样子和
元件应有的工作方式所抱有的偏
见，从而避免了在开发过程中受到
误导。

我们决定从未知的假设入手：假设
我们不知道完美的抛丸器是什么样
子，如何能设计出这样一款机器
呢？问题的答案是：通过基于实证
的改进流程来完成设计。

有了高速摄影机拍摄的连续镜头和
大量试验数据，我们团队着手对材
料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这个团队
由来自世界各地、拥有完全不同的
设计背景的专家组成。我们的发现
出乎意料并为接下来的设计过程提
供了依据，该设计流程开启了维尔
贝莱特抛丸技术研发的新时代。

3. 我们的发现：丸料失控

4. 设计完美的抛丸器：基于实证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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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测试过的众多分丸轮隔断设计方案中的一种方案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要针对不同的
抛丸机元件和配置进行无数测试，然
后用获得的数据来引导研发过程。
以以分丸轮为例,我们测试了大量不
同的“隔断”几何结构(参见上页图
示），才找到最好的形状（参见图
示）。我们还尝试了将分丸轮放在相
对于其他元件的不同位置。

为此，我们设计了不同几何结构的试
验用分丸轮，其上装有不同类型的分
丸轮叶片，这样，我们就能很快做出
小的改动。

我们针对各种不同的试验配置，在
控制输入功率等其他参数的同时，测
试丸料流速和抛丸模式并绘制相应
曲线，其中抛丸模式包括抛丸强度分
布和热点位置。为此，我们在瑞士
Schaffhausen的测试中心开发了高级
的试验装备。

除了实现最佳设计，系统地采集反映
输入功率、丸料流速和抛丸模式之间
关系的数据让我们有能力量化潜在的
能源节约。

我们测试的其他内容包括：不同组合
的定向套和分丸轮设计、不同的分丸
轮“指状隔断”数量、不同的抛丸器
叶片设计和不同元件之间的时间设置

定向套

跟随丸料在抛丸器中的旅程，丸料
经过分丸轮后就进入了定向套。在视
频分析中，我们观察到，在分丸轮和
定向套之间以及定向套和叶片之间的
缝隙中有很多漏出的丸料在循环。因
此，优化这些缝隙的尺寸似乎是个好
主意。

我们并未将整个定向套设计为一个在
整个圆周上有精确公差的加工件，因
为这样做会使该零件非常昂贵。我们
很快将目光对准定向套开口，将其作
为关键截面，通过尝试提高和斜切加
工部位，密切观察并保持丸料流出定
向套开口、进入完美路径的正确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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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套开口尺寸本身以定向套的圆周
角度表示，它是另一个要重新考虑的
参数，团队针对这个开口的不同长度
及其对抛丸结果产生的影响采集有关
数据。这就让我们能够分别为较短和
较长的热点寻找最佳方案。

定向套开口后缘的磨损是该零件损
坏的主要原因，于是，团队决定特别
关注这个部位，设计出一种“耐磨寿
命长”的后缘。丸料流动的改善和后
缘的策略性强化都延长了定向套的寿
命,此外，也降低了丸料的破碎率。

不同分丸轮位置的抛丸强度图

不同定向套和分丸轮设计组合的丸料流量与电机功率的匹配

带可互换“指状隔断”的试验分丸轮

改良的定向套设计，具有机加工部位、抬高部位
和斜切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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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丸器叶片

在寻找完美叶片设计过程中，除了
所述的其他试验，磨损模式试验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优化丸
料从定向套喷射到各叶片上的转
换、丸料沿各叶片表面的运动、加
速和达到抛出点的速度，同时最大
程度地降低磨损。

一切都要测试和改进

我们最新设计的重型抛丸器COMET 
HD就是上述严谨改良方法的产物。
上述例子只说明了设计过程中围绕
核心抛丸器组件的改良过程，实际
上，我们几乎对抛丸器的方方面面
提出质疑并实施测试。

最值得大多数用户关注的是COMET 
HD不对称的外壳形状，它源自我们
选择的单向、直联传动设计，旨在
获得所需的精度和效率水平，与大
多数最受欢迎的抛丸机情况类似。
我们使用改进后的内部元件，对不
同形状的外壳进行测试，最终决定
采用不对称的外壳设计。这种设计
能确保更精确、更可控的抛丸模
式，定位灵活性优于其他方案。

革命性的内衬系统、全新的给料斜
槽和轮毂密封、及外壳的螺栓结
构，都是进一步改进的例子。虽然
可能被视为对抛丸流程的次要改
进，但其对安装、安全、流程可靠
性、维护及操作环境具有相当大的
影响，对抛丸性能也有间接的影
响。

COMET HD包含的改进涉及无数零
件，改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实
现了抛丸器性能的飞跃，而它的设
计无疑根植于证据和测试的基础之
上。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用这个新型抛
丸器重新定义了抛丸器的性能。所
有的一切要追溯到客户的各项日常
操作要求中。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抛
丸器性能的全新观点。

我们测试了弯曲的叶片设计，以改
善丸料向叶片的移动过程。这种设
计让丸料的拾取过程轻缓，但同时
却会让丸料过度加速，导致叶片过
度磨损。这就让我们尝试采用一种
半弯形的叶片，这样做收效良好，
其在加速和控制之间达到了理想的
平衡。

为保证叶片适当排列，方便叶片组
装，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最终得到一种全锥形闭锁系统，其
在组装时能够实现自安全锁定。新
系统可使各个叶片在抛丸器中精确
定位，这不仅能防止叶片过早磨
损，还能避免丸料锁死，使得一个
人就能实现快速拆除及装配。

一套叶片，具有新型半弧设计
及耐磨寿命长的顶部

具有契形叶片座的COMET HD叶轮

设计末期的新型COMET HD抛丸器试生产机型，配有
Precision Lok、叶轮、叶片、定向套和分丸轮。



经过前述讨论，显然，认为抛丸器
性能以丸料流速为中心虽然是主流
看法但却已经不合时宜。我们能更
聪明地利用功率，我们还能更精确
地使用抛丸能量。抛丸器实际上可
以是一种高精度、高效率的工具。

除了纯粹的抛丸功率，抛丸器性能
新定义还应考虑周期时间、首次正
确率、抛丸机正常运转时间、实现
正确抛丸结果的能力（抛丸既不会
过度也不会不足）以及能量和丸料
的消耗。

事半功倍

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客户的生产操作
和业绩，抛丸器性能衡量理念的根
本改变正植根于这些因素。

一个简单的例子足以表明，我们怎样
将试验结果转化为商业效益：我们的
试验表明，与目前HD抛丸器的设计相
比，COMET HD峰值抛丸强度要高出5%
，而丸料流量则减少了7%。同时，丸
料破碎率降低了至少24%。

在某铸造应用中对某现有抛丸器设
计的测试表明，COMET HD达到类似
抛丸效果所需的抛丸周期时间几乎
缩短了五分之一（17%），而丸料流
量也减少了8%。在另一个沙模铸造
应用中，抛丸周期时间缩短了20%，
丸料流量减少了15%。

总之，以上试验表明丸料节约总共
可高达29%。例如，在某标准铸造
厂，每年消耗100吨丸料，每顿丸料
价格为820欧元，年节约成本可超过
23,000欧元。

丸料耗量的减少必然对相关成本产
生影响，例如，回收和筛选成本。
周期时间缩短，“首次正确率”提
高，就意味着减少电费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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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快捷地接近高温零件，无需紧
固件即可插装到位的内衬系统，易
到达、可更换的外壳端板，防喷砂
锁定叶片，这些都意味着抛丸器维
护工作简单、几乎不花费什么时
间。

5. 理念的根本变化：如何定义抛丸器性能？

丸料年使用量为

100吨
的铸造厂，每年

可节约
超过           

23,000欧元

在实际应用中，COMET HD全面节约
和效率提高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
移逐步显现。实际上，仅仅在设计
中纳入几个便于测量的变量，就拓
展了我们对抛丸器良好性能乃至良
好的抛丸器的定义。

操作性能：维护减少

为了将这种“在大环境中的性能”
的思路推向极致，我们还着眼于优
化现有情况和应有的情况，从而确
保抛丸器的良好操作性。可靠性、
耐久性以及维护的便利性也可被视
为性能的重要组成因素！

抛丸器一直以来并不容易集成到生
产线中与其他设备配合使用，需要
很多资源来维持其运转。抛丸器在
简化工作、减少工作量方面有巨大
潜力，我们尝试着尽可能多地释放
COMET HD的这种潜力：

“Precision Lok”、中板及自安全
叶片的锁定系统使差错无处藏身，
这意味着无需耗时修正不正确的安
装。新型轮毂密封和更易到达的内
衬系统意味着抛丸器将告别丸料泄
漏。

COMET HD局部特写，具有给料斜槽和Precision Lok



在COMET HD实地测试中，我们在美
国一家客户处采集了基本维护数
据，他们有三部抛丸机，共六个抛
丸器。仅抛丸器维护每年就需要约
210小时，如果改用COMET HD抛丸
器，维护时间将减少30%。这相当于
每年可节约成本高达4000美元，而
这还并未考虑设备可用性、产出提
高以及零部件和物流成本降低所带
来的收益。

抛丸器工作要求不高、可靠、便于
维护，同时，还可快速高效地提供
可重复的、精确的抛丸效果——这
就是我们对抛丸器良好性能的定
义，也是我们为COMET HD设定的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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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时间

缩短

30%

我们瑞士Schaffhausen试验中心的一台基本定型的COMET HD试产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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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oph Bär

维尔贝莱特开发工程师

常驻瑞士

全球开发团队

COMET HD是维尔贝莱特第一部全球化的抛丸机，这不仅意味着它同时提供英制和公制尺寸，还意味着，由全球各地精
英所组成的团队携手努力，将抛丸技术推上新的高度，依靠其独到的专业技能和远见卓识，开发出迄今为止最好的抛
丸器。

团队成员在维尔贝莱特的工作经验累积达到了160年，其中包括：

鸣谢

• Ron Barrier

维尔贝莱特LaGrange技术中心经理
应用及验证工程师

常驻加拿大Burlington 

• Andreas Harpers

维尔贝莱特售后服务经理

常驻德国

• Lawson Pryke

COMET设计团队负责人

常驻英国

• Stanislav Venclik

维尔贝莱特工程部经理

常驻捷克

• Philipp Weissenberger

维尔贝莱特开发工程师

常驻瑞士

• Jürgen Wruck

维尔贝莱特技术开发工程师

常驻德国

•  Mike Reaves,

维尔贝莱特售后工程总监

常驻美国

• Stepan Kapsa

维尔贝莱特机械工程部经理

常驻捷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