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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

封面修复装置及方法，所述的装置包括釜盖修复

装置、釜口修复装置和转棍；所述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步骤一，将转棍安装在釜盖修复装置或

釜口修复装置上；步骤二，使用釜盖修复装置或

釜口修复装置对釜盖或釜口的密封面打磨时，在

修复装置和需要进行打磨的密封面之间涂上30

μm的研磨膏，采用煤油进行润滑，然后手持转棍

带动修复装置对釜盖或釜口的密封面进行粗磨；

步骤三，粗磨后更换5μm的研磨膏再进行精磨，

直至缺陷层被清除掉。本发明使5L高压釜不锈钢

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对高压釜釜口及釜盖重

新进行了修磨，修磨后泄漏率为0，达到预期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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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釜盖修复装置、釜口

修复装置和转棍；

所述的釜盖修复装置，用于对釜盖的密封面进行修磨，去掉表面的缺陷层；整体为中空

圆柱体，底部设有釜盖打磨区(3)，采用打磨颗粒设计，内径自上向下逐渐变大，与釜盖的密

封面相匹配；在釜盖打磨区(3)的上方设有活动区(4)，用于调整釜盖修复装置的位置；在活

动区(4)的上方设有观察窗口(6)，用于釜盖修复过程的观察使用；其中釜盖打磨区(3)、活

动区(4)和观察窗口(6)的中心线与釜盖修复装置的中心线共线；

所述的釜口修复装置，用于对釜口的密封面进行修磨，去掉表面的缺陷层；整体为中空

圆柱体，底部设有釜口打磨区(7)，采用打磨颗粒设计，外径自下向上逐渐变大，与釜口的密

封面相匹配；在釜口修复装置内部中空的部位为镂空区(9)，用于调整釜口修复装置的位

置；其中，釜口打磨区(7)和镂空区(9)的中心线与釜盖修复装置的中心线共线；

在釜盖修复装置的顶部，对称设有两个螺纹孔A(5)，在釜口修复装置的顶部，对称设有

两个螺纹孔B(8)，用于安装转棍；

所述的转棍，下端为外螺纹端(10)，与螺纹孔(5)相匹配；上端为手持处(11)，用于修复

时手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釜盖修复装置，外径为Φ160-165mm，高度为90-100mm；所述的釜盖打磨区(3)深度为9-

10mm，内径为Φ145-Φ158mm；所述的活动区(4)固定内径Φ145mm，高度为31-35mm；所述的

观察窗口(6)内径为Φ115-120mm，高度为50-55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釜口修复装置，外径Φ160-170mm，高度为90-100mm；所述的釜口打磨区(7)深度为20-

25mm，外径为Φ145-Φ155mm；所述的镂空区(9)固定内径Φ120m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螺纹孔A(5)和螺纹孔B(8)的深度为15-20mm；所述的外螺纹端(10)长为15-18mm，手持处

(11)长为45-65mm；所述的螺纹孔A(5)、螺纹孔B(8)及外螺纹端(10)的尺寸为M10*1。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外螺纹端(10)的端部进行了0.5的倒角处理。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手持处(11)进行滚花处理。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釜盖修复装置，材质选用H13合金钢，质地坚硬，整体进行淬火、回火处理，硬度大于

51HRC，并对锐边倒钝处理。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釜口修复装置，材质选用H13合金钢，质地坚硬，整体进行淬火、回火处理，硬度大于

51HRC，并对锐边倒钝处理。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转棍，材质为1Cr17Ni2马氏体，整体进行淬火、回火处理，硬度大于51HRC。

10.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

修复装置，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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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将转棍安装在釜盖修复装置或釜口修复装置上，接着将釜盖修复装置或釜口

修复装置与高压釜的釜盖或釜口密封面配合安装在一起；

步骤二，使用釜盖修复装置或釜口修复装置对釜盖或釜口的密封面打磨时，在修复装

置和需要进行打磨的密封面之间涂上30μm的研磨膏，采用煤油进行润滑，然后手持转棍带

动修复装置对釜盖或釜口的密封面进行粗磨；

步骤三，粗磨后更换5μm的研磨膏再进行精磨，直至缺陷层被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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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压釜维修领域，具体涉及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

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高压釜的釜口修复一般是将釜盖和釜体取下后分别上车床进行修磨，去掉表

面缺陷层，由于釜盖和釜体体积较大，需要较大的专用车床和夹具来进行车削和打磨，然后

还需要进行打压来试验其密封性，目前周边厂家无法具备以上两个条件。设备调试期间，高

压釜由于釜口泄露返厂进行修理，返程周期长，费用大，会对生产检测造成一定的影响。

[0003] 近几年，由外部维修人员手工方式对密封面进行了打磨，但由于精度难以保证，反

复进行了多次，修复周期长且修复效果仍不理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高压釜釜口接触面是影响釜的密封性能的重要环节，在进行

出釜、入釜和清洗等操作过程中，釜口可能产生划痕或凹坑，如釜盖和釜口接触面在使用过

程中发生纵向贯通性划伤，在使用过程中划伤部位会出现泄露，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这时就

需要对密封面进行修复。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包括釜盖

修复装置、釜口修复装置和转棍；

[0006] 所述的釜盖修复装置，用于对釜盖的密封面进行修磨，去掉表面的缺陷层；整体为

中空圆柱体，底部设有釜盖打磨区，采用打磨颗粒设计，内径自上向下逐渐变大，与釜盖的

密封面相匹配；在釜盖打磨区的上方设有活动区，用于调整釜盖修复装置的位置；在活动区

的上方设有观察窗口，用于釜盖修复过程的观察使用；其中釜盖打磨区、活动区和观察窗口

的中心线与釜盖修复装置的中心线共线；

[0007] 所述的釜口修复装置，用于对釜口的密封面进行修磨，去掉表面的缺陷层；整体为

中空圆柱体，底部设有釜口打磨区，采用打磨颗粒设计，外径自下向上逐渐变大，与釜口的

密封面相匹配；在釜口修复装置内部中空的部位为镂空区，用于调整釜口修复装置的位置；

其中，釜口打磨区和镂空区的中心线与釜盖修复装置的中心线共线；

[0008] 在釜盖修复装置的顶部，对称设有两个螺纹孔A，在釜口修复装置的顶部，对称设

有两个螺纹孔B，用于安装转棍；

[0009] 所述的转棍，下端为外螺纹端，与螺纹孔相匹配；上端为手持处，用于修复时手持。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釜盖修复装置，外径为Φ160-165mm，高度为90-100mm；所述的釜

盖打磨区深度为9-10mm，内径为Φ145-Φ158mm；所述的活动区固定内径Φ145mm，高度为

31-35mm；所述的观察窗口内径为Φ115-120mm，高度为50-55mm。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釜口修复装置，外径Φ160-170mm，高度为90-100mm；所述的釜口

打磨区深度为20-25mm，外径为Φ145-Φ155mm；所述的镂空区固定内径Φ1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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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螺纹孔A和螺纹孔B的深度为15-20mm；所述的外螺纹端长为15-

18mm，手持处长为45-65mm；所述的螺纹孔A、螺纹孔B及外螺纹端的尺寸为M10*1。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外螺纹端的端部进行了0.5的倒角处理。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手持处进行滚花处理。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釜盖修复装置，材质选用H13合金钢，质地坚硬，整体进行淬火、

回火处理，硬度大于51HRC，并对锐边倒钝处理。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釜口修复装置，材质选用H13合金钢，质地坚硬，整体进行淬火、

回火处理，硬度大于51HRC，并对锐边倒钝处理；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转棍，材质为1Cr17Ni2马氏体，整体进行淬火、回火处理，硬度大

于51HRC。

[0018] 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方法，使用本发明所述的修复装置，包括

以下步骤：

[0019] 步骤一，将转棍安装在釜盖修复装置或釜口修复装置上，接着将釜盖修复装置或

釜口修复装置与高压釜的釜盖或釜口密封面配合安装在一起；

[0020] 步骤二，使用釜盖修复装置或釜口修复装置对釜盖或釜口的密封面打磨时，在修

复装置和需要进行打磨的密封面之间涂上30μm的研磨膏，采用煤油进行润滑，然后手持转

棍带动修复装置对釜盖或釜口的密封面进行粗磨；

[0021] 步骤三，粗磨后更换5μm的研磨膏再进行精磨，直至缺陷层被清除掉。

[0022] 本发明的显著效果在于：

[0023] 1)使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对高压釜釜口及釜盖重新进行了修

磨，修磨后泄漏率为0，达到预期效果。

[0024] 2)高压釜返厂维修周期长，并且高压釜较重，整体拆装、搬运繁重。使用3.5L高压

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后，可以实现在较短时间内对设备完成修复调试。

[0025] 3)制作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可以快速、简洁、经济的对缺陷部

位进行维修，并且不需要搬动设备，有效降低了修复周期和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釜盖密封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釜口密封面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釜盖修复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釜口修复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转棍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釜盖修复装置使用示意图；

[0032] 图7为釜口修复装置使用示意图；

[0033] 图中：1.釜盖密封面、2.釜口密封面、3.釜盖打磨区、4.活动区、5.螺纹孔A、6观察

窗口、7.釜口打磨区、8.螺纹孔B、9.镂空区、10.外螺纹端、11.手持处。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所述的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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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装置及方法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5] 如图2-7所示，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装置，包括釜盖修复装置、

釜口修复装置和转棍；

[0036] 所述的釜盖修复装置，用于对釜盖的密封面进行修磨，去掉表面的缺陷层；整体为

中空圆柱体，底部设有釜盖打磨区3，采用打磨颗粒设计，内径自上向下逐渐变大，与釜盖的

密封面相匹配；在釜盖打磨区3的上方设有活动区4，用于调整釜盖修复装置的位置；在活动

区4的上方设有观察窗口6，用于釜盖修复过程的观察使用；其中釜盖打磨区3、活动区4和观

察窗口6的中心线与釜盖修复装置的中心线共线；

[0037] 所述的釜口修复装置，用于对釜口的密封面进行修磨，去掉表面的缺陷层；整体为

中空圆柱体，底部设有釜口打磨区7，采用打磨颗粒设计，外径自下向上逐渐变大，与釜口的

密封面相匹配；在釜口修复装置内部中空的部位为镂空区9，用于调整釜口修复装置的位

置；其中，釜口打磨区7和镂空区9的中心线与釜盖修复装置的中心线共线；

[0038] 在釜盖修复装置的顶部，对称设有两个螺纹孔A5，在釜口修复装置的顶部，对称设

有两个螺纹孔B8，用于安装转棍；

[0039] 所述的转棍，下端为外螺纹端10，与螺纹孔5相匹配；上端为手持处11，用于修复时

手持。

[0040] 进一步的，所述的釜盖修复装置，外径为Φ160-165mm，高度为90-100mm；所述的釜

盖打磨区3深度为9-10mm，内径为Φ145-Φ158mm；所述的活动区4固定内径Φ145mm，高度为

31-35mm；所述的观察窗口6内径为Φ115-120mm，高度为50-55mm。

[0041] 进一步的，所述的釜口修复装置，外径Φ160-170mm，高度为90-100mm；所述的釜口

打磨区7深度为20-25mm，外径为Φ145-Φ155mm；所述的镂空区9固定内径Φ120mm。

[0042] 进一步的，所述的螺纹孔A5和螺纹孔B8的深度为15-20mm；所述的外螺纹端10长为

15-18mm，手持处11长为45-65mm；所述的螺纹孔A5、螺纹孔B8及外螺纹端10的尺寸为M10*1。

[0043] 进一步的，所述的外螺纹端10的端部进行了0.5的倒角处理。

[0044] 进一步的，所述的手持处11进行滚花处理。

[0045] 进一步的，所述的釜盖修复装置，材质选用H13合金钢，质地坚硬，整体进行淬火、

回火处理，硬度大于51HRC，并对锐边倒钝处理。

[0046] 进一步的，所述的釜口修复装置，材质选用H13合金钢，质地坚硬，整体进行淬火、

回火处理，硬度大于51HRC，并对锐边倒钝处理；

[0047] 进一步的，所述的转棍，材质为1Cr17Ni2马氏体，整体进行淬火、回火处理，硬度大

于51HRC。

[0048] 一种5L高压釜不锈钢圆形线密封面修复方法，使用本发明所述的修复装置，包括

以下步骤：

[0049] 步骤一，将转棍安装在釜盖修复装置或釜口修复装置上，接着将釜盖修复装置或

釜口修复装置与高压釜的釜盖或釜口密封面配合安装在一起；

[0050] 步骤二，使用釜盖修复装置或釜口修复装置对釜盖或釜口的密封面打磨时，在修

复装置和需要进行打磨的密封面之间涂上30μm的研磨膏，采用煤油进行润滑，然后手持转

棍带动修复装置对釜盖或釜口的密封面进行粗磨；

[0051] 步骤三，粗磨后更换5μm的研磨膏再进行精磨，直至缺陷层被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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