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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

复工艺，包括如下步骤：a、模具清理，清理模具型

腔中的裂纹、鳞片、疲劳层及杂质材料，并清理出

可以使焊条或焊丝正常沉积的开放度；b、探伤检

查，采用无损探伤技术对清理后的模具待焊接面

进行探伤作业；c、加热，在焊接前对模具加热至

500‑550℃；d、焊接，采用多次分层焊接，焊接温

度不低于300℃；e、焊接完成后对模具进行至少

两次回火处理；f、最终冷却；让模具在空气静止

的环境下缓冷至室温；g、焊后加工，在加工中心

对最终冷却后的模具进行加工修复；h、焊后加工

完成后，对模具再次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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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模具清理，清理模具型腔中的裂纹、鳞片、疲劳层及杂质材料，并清理出可以使焊条

或焊丝正常沉积的开放度；

b、探伤检查，采用无损探伤技术对清理后的模具待焊接面进行探伤作业，确保把模具

在上一个生产周期产生的疲劳层清除到位，确保没有裂纹缺陷；

c、加热，在焊接前对模具进行加热，使模具被加热至500-550℃，加热时间按每25mm厚

度用时1小时计算，加热完成后对模具进行保温；

d、焊接，采用多次分层焊接，焊接温度不低于300℃，与基体衔接的为最底层，且最底层

焊接时采用HRC25硬度焊材，焊接厚度为5mm-10mm；中间层焊接时采用HRC35硬度焊材，焊接

厚度为  5mm-6mm  ；最上面层焊接时采用HRC45-55硬度焊材，焊接厚度为  8~10mm；

e、焊接完成后对模具进行至少两次回火处理，回火时间以每25mm厚度用时1小时计算，

并且大型模具一次回火时间不少于12小时；

f、最终冷却；让模具在空气静止的环境下缓冷至室温；

g、焊后加工，在加工中心对最终冷却后的模具进行加工修复，在局部模具型腔修复时

采用试切法对刀，且采用0.01mm为进给单位，在整体模具型腔修复时，按照编程工艺要求的

基准对刀加工，对刀时采取对刀棒及塞尺配合对刀，不允许试切对刀；修复时根据模具变形

量，变形大的型腔整体下落2-3mm，以找平分模面变形量，同时需要修复锁扣间隙，上下模同

修；

h、焊后加工完成后，对模具再次回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d的焊接

过程中，型腔底部采用防疲劳防裂纹焊材焊接，原有裂纹处需焊至型腔R根部以上5mm，型腔

桥部表面以下20mm，采用高强度焊材焊接，其余型腔面采用中高强度焊材焊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d的焊

接过程中，每次焊道结束后，使用风镐或机械方式对焊道进行敲击2~3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其特征在于：在焊接完成

后、回火处理前对模具进行焊后保温，焊后保温温度为500-550℃，保温时间按每25mm厚度

用时1小时计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其特征在于：焊后保温完成

后，使模具在空气静止的环境中缓冷至室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f最终

冷却过程中，使用保温材料对模具进行包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g焊后加

工过程中，粗加工采用63R8刀，单侧留有0.5mm余量，背吃刀量采用0.5mm，每分钟进给速度

2500mm；半精加工采用35R5刀，单侧留有0.2mm余量，背吃刀量0.3mm，每分钟进给2000mm；精

加工采用25R5刀，背吃刀量0.2mm，每分钟进给2000mm；最后采用清角加工，根据实际型面R

角要求依次加工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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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模具焊接修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在机械制造业的日常生产中，模具的作用越来越大，大批量生产是靠的模具质量

来保证，随着公司产品的更迭，大型模锻件在生产中占用的比例越来越大，在生产过程中模

具制造是前序环节，工时较长，一般需要2个月的工期，整个模具制造环节工序繁多，模具制

造费用高昂，模具生产寿命是现有生产瓶颈，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模具会出现疲劳层及裂纹

等缺陷。

[0003] 对于模具缺陷，原有工艺采用沉降模面的形式解决，局部焊接后人工修磨至尺寸，

但对于尺寸在800*500以上的大型模具来说，疲劳层及变形较大，此种工艺已不能完全满足

现有生产要求，即便仅局部失效，也必须报废整套模具，而重新制作模具的成本高，制作周

期长，因此模具的修复暨再制造工艺的研发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通过该

工艺可使原有的模具在修复后重新达到使用要求，既可以降低成本，又缩短了生产工期。

[0005]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提供一种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0006] a、模具清理，清理模具型腔中的裂纹、鳞片、疲劳层及杂质材料，并清理出可以使

焊条或焊丝正常沉积的开放度，以确保焊条或焊丝可以正常沉积；

[0007] b、探伤检查，采用无损探伤技术对清理后的模具待焊接面进行探伤作业，确保把

模具在上一个生产周期产生的疲劳层清除到位，确保没有裂纹缺陷；

[0008] c、加热，在焊接前对模具进行加热，使模具被加热至500-550℃，加热时间按每

25mm厚度用时1小时计算，加热完成后对模具进行保温；

[0009] d、焊接，采用多次分层焊接，焊接温度不低于300℃，与基体衔接的为最底层，将最

底层作为过渡层，最底层焊接时采用HRC25硬度焊材，降低焊材硬度，提高与基体的衔接效

果，最底层的焊接厚度为5mm-10mm；

[0010] 中间层为主要受力层，焊材硬度高于底层低于面层，使其满足承接模具成型力的

要求，同时可防止疲劳裂纹的产生，因此中间层焊接时采用HRC35硬度焊材，焊接厚度为 

5mm-6mm  ；

[0011] 最上面层焊接时采用HRC45-55硬度焊材，焊接厚度为  8~10mm，以提高表面耐磨

性，并具有较高的强度以保持型面的结构尺寸，避免产生变形，进而使锻打后的产品尺寸保

持一致性；

[0012] 通过焊材的组合，采用整体堆焊技术对整个模具型腔进行填补，达到修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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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e、焊接完成后对模具进行至少两次回火处理，回火时间以每25mm厚度用时1小时

计算，并且大型模具一次回火时间不少于12小时，以消除焊接应力，达到模具要求的韧性和

熔覆层的硬度，提高模具强度和使用寿命；

[0014] f、最终冷却；让模具在空气静止的环境下缓冷至室温，缓冷即让焊件模具在空气

静止的环境下慢慢冷却，以达到平衡的微观晶相结构和韧性，从而在锻造过程中达到最佳

效果；

[0015] g、焊后加工，在加工中心对最终冷却后的模具进行加工修复，在局部模具型腔修

复时采用试切法对刀，且采用0.01mm为进给单位，在整体模具型腔修复时，按照编程工艺要

求的基准对刀加工，对刀时采取对刀棒及塞尺配合对刀，不允许试切对刀；加工时密切注意

刀具情况，及时暂停查看刀具，及时转换刀片，防止刀刃损坏伤及刀体。

[0016] h、焊后加工完成后，对模具再次回火，确保消除加工应力，可以提高模具整体使用

寿命。

[0017] 作为优化，步骤d的焊接过程中，型腔底部采用防疲劳防裂纹焊材焊接，原有裂纹

处需焊至型腔R根部以上5mm，型腔桥部表面以下20mm，采用高强度焊材焊接，其余型腔面采

用中高强度焊材焊接，以保证焊接质量，满足大型模具的使用要求。

[0018] 作为优化，步骤d的焊接过程中，每次焊道结束后，使用风镐或机械方式对焊道进

行敲击2~3次。本优化方案通过对焊道敲击，使熔覆层达到最佳的晶相结构，并可防止焊件

在冷却过程中沿中心线收缩。

[0019] 作为优化，在焊接完成后、回火处理前对模具进行焊后保温，焊后保温温度为500-

550℃，保温时间按每25mm厚度用时1小时计算，工作人员根据模具的厚度即可计算得出，通

过本优化方案的处理，可防止工件与熔覆层冷却速度过快，从而提高了焊接强度。

[0020] 作为优化，焊后保温完成后，使模具在空气静止的环境中缓冷至室温。缓冷即让焊

件模具在空气静止的环境下慢慢冷却，以达到平衡的微观晶相结构和韧性，从而在锻造过

程中达到最佳效果。

[0021] 作为优化，在步骤f最终冷却过程中，使用保温材料对模具进行包覆。本优化方案

通过使用保温材料对模具进行包覆，进一步降低了冷却速度，从而加强缓冷效果。

[0022] 作为优化，步骤g焊后加工过程中，粗加工采用63R8刀，单侧留有0.5mm余量，背吃

刀量采用0.5mm，每分钟进给速度2500mm；半精加工采用35R5刀，单侧留有0.2mm余量，背吃

刀量0.3mm，每分钟进给2000mm；精加工采用25R5刀，背吃刀量0.2mm，每分钟进给2000mm；最

后采用清角加工，根据实际型面R角要求依次加工到尺寸。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整体堆焊技术对整个模具型腔进行填补，焊接时采用分层

焊接，通过焊材的组合达到焊接修复的目的，提高了修补的牢固性；通过无损探伤技术对模

具型腔探伤作业，确保把模具在上一个生产周期产生的疲劳层清除到位，确保没有裂纹缺

陷，最终给修补后的强度提供保证；采用多次回火技术消除模具焊接应力，确保将焊接和加

工时的应力彻底消除，延长了模具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模具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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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1、最上面层，2、最底层，3、型腔面，4、中间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以图1为所要修复的模具为例，通过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方案进行阐述。

[0028] 一种大型柱窝柱帽模具焊接修复工艺，采用整体堆焊技术对整个模具型腔进行填

补，焊补厚度控制在20-25mm之间，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29] a、模具清理，清理模具型腔中的裂纹、鳞片、疲劳层及一切杂质材料，并清理出可

以使焊条或焊丝正常沉积的开放度，以确保焊条或焊丝可以正常沉积。

[0030] b、探伤检查，采用无损探伤技术对清理后的模具待焊接面进行探伤作业，确保把

模具在上一个生产周期产生的疲劳层清除到位，并确保没有裂纹缺陷，根据检查结果，确定

焊接修复工艺，包括使用焊材的型号及数量，根据模具情况，通过焊材的组合，达到修复目

的。

[0031] c、加热，在焊接前对模具进行加热，使模具被加热至500-550℃，加热时间按每

25mm厚度用时1小时计算，加热完成后对模具进行保温。

[0032] d、焊接，采用多次分层焊接，焊接温度不低于300℃，如果低于此温度必须装炉加

温焊接。与基体衔接的为最底层，且最底层焊接时采用HRC25硬度、725材质的焊材，焊接厚

度为5mm-10mm。最底层为过渡层，采用硬度较低的焊材，提高熔合效果。中间层为主要受力

层，焊材硬度高于最底层、低于最上面层，满足承接模具成型力的要求，同时可防止疲劳裂

纹的产生，焊接时采用HRC35硬度、735材质的焊材，焊接厚度为  5mm-6mm  。最上面层为表面

耐磨层，要求有较高的强度保持型面的结构尺寸不易于产生变形，进而在锻打后的产品尺

寸保持一致性，因此焊接时采用HRC45-55硬度、745材质的焊材，焊接厚度为  8~10mm，含3-

5mm加工余量。

[0033] 焊件必须确保在待焊区域便于焊工操作，有时焊接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焊件的位

置，但待焊型腔的中线必须垂直于地面。焊接时使用短弧，以确保焊壁与焊材紧密融合，焊

壁必须在焊工视线以内。

[0034] 焊接过程中，型腔底部采用防疲劳防裂纹焊材焊接，原有裂纹处需焊至型腔R根部

以上5mm，型腔桥部表面以下20mm，采用高强度焊材焊接，其余型腔面采用中高强度焊材焊

接。每次焊道结束后，均进行清渣处理，并使用风镐或机械方式对焊道进行敲击2~3次，敲击

压力为0.5~0.8Kg，有助于消除焊接应力，防止焊接裂纹缺陷，使熔覆层达到最佳的晶相结

构并防止焊件冷却过程中沿中心线收缩。

[0035] 在焊接完成后、回火处理前对模具进行焊后保温，焊后保温温度为500-550℃，保

温时间按每25mm厚度用时1小时计算，目的是防止工件与熔覆层冷却速度过快。焊后保温完

成后，使模具在空气静止的环境中缓冷至室温。缓冷即让焊件在空气静止的环境下缓冷至

室温，缓冷目的是达到平衡的微观晶相结构和韧性，从而在锻造过程中达到最佳效果。

[0036] e、焊接完成后对模具进行两次回火处理，以消除模具焊接应力，并最终达到模具

要求的韧性和熔覆层的硬度，回火时间以每25mm厚度用时1小时计算，并且大型模具一次回

火时间不少于12小时。大型模具本身在上一个生产周期中存在结构应力，在焊接后因采用

多层次不同焊材焊接，边界融合处应力较大，在数控加工后型腔R角存在加工应力，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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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焊接完成后进行两次回火作业，以消除焊接应力，在加工作业完成后再一次回火处理，

确保消除加工应力，可以提高模具整体使用寿命。

[0037] f、最终冷却；让模具在空气静止的环境下缓冷至室温，在缓冷时使用保温材料对

模具进行包覆，以加强缓冷效果。

[0038] g、焊后加工，在加工中心对最终冷却后的模具进行加工修复，采用计算机CAD/CAM

等软件对模具型腔进行造型和编程工作，并在数控机床中逐步加工出来，按照开粗~半精加

工~精加工等工序加工，结合钳工打磨工艺，提高模具表面光洁度，以降低模具表面应力，便

于金属流动充填，提高模具寿命。

[0039] 具体加工中，在局部模具型腔修复时采用试切法对刀，且采用0.01mm为进给单位。

在整体模具型腔修复时，按照编程工艺要求的基准对刀加工，对刀时采取对刀棒及塞尺配

合对刀，不允许试切对刀。加工过程中应密切注意刀具情况，及时暂停查看刀具，及时转换

刀片，防止刀刃损坏伤及刀体。

[0040] 焊后加工过程中，粗加工采用63R8刀，单侧留有0.5mm余量，背吃刀量采用0.5mm，

每分钟进给速度2500mm；半精加工采用35R5刀，单侧留有0.2mm余量，背吃刀量0.3mm，每分

钟进给2000mm；精加工采用25R5刀，背吃刀量0.2mm，每分钟进给2000mm；最后采用清角加

工，根据实际型面R角要求依次加工到尺寸。

[0041] 有配合要求的加工面必须按照造型尺寸加工到位，不允许人工焊补修磨；焊后模

具型腔面存有焊瘤、焊渣等缺陷应清理干净，只保留焊接层，加工前还应检查燕尾面是否有

焊瘤及飞溅等高点，应打磨高点区域，去除毛刺；加工过程中应时刻注意刀具运行情况，及

时更换磨损刀片，防止残留焊瘤损坏刀具，防止底面刀刃崩刃后型腔加工不到位留有小凸

台；修复时根据模具变形量，变形大的型腔整体下落2-3mm，以找平分模面变形量，同时需要

修复锁扣间隙，上下模同修；加工后抛光处理，首先保证模具尺寸要求，抛光不能伤及模具

型腔面、刃口等；应将型腔面刀纹清除，使模具型腔表面平整光洁；不允许有接刀台，保证产

品脱模顺利；上下模抛光完成后需要合模，要求上下模锁扣间隙均匀，分模面应严丝合缝，

切边模刃口周圈要间隙均匀。

[0042] h、焊后加工完成后，对模具再次回火，以消除表面加工应力。

[0043] 当然，上述说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发明未经描述的技术特征可以通过或

采用现有技术实现，在此不再赘述；以上实施例及附图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并非

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参照优选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应当理解，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

或替换都不脱离本发明的宗旨，也应属于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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