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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

及其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碳钢加热至

1100～1250℃后置于磨具内锻造成滑床台板；去

除滑床台板表面锻造氧化皮；将预处理后的滑床

台板加热至150～160℃；用气体保护自动焊工艺

将焊丝融合在滑床台板表面，在该过程中对滑床

台板进行水冷处理，控制滑床台板的焊接受热变

形量，制成复合滑床台板；对复合滑床台板的结

构进行限制，并自上而下施加4～6MPa的压力，将

复合滑床台板的变形量控制在0.5mm以内，最后

通过机械加工完成复合滑床台板成品的制作。用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制成的复合滑床台板力学性

能良好，具有优良的抗冲击性能和焊接性能以及

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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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基材锻造成型：将碳钢加热至1100～1250℃后置于磨具内锻造成滑床台板；

(2)预处理：去除滑床台板表面锻造氧化皮；

(3)加热处理：将预处理后的滑床台板加热至150～160℃；

(4)覆材焊接：用气体保护自动焊工艺将焊丝融合在滑床台板表面，在该过程中对滑床

台板进行水冷处理，控制滑床台板的焊接受热变形量，制成复合滑床台板；其中，气体保护

自动焊的复合电流为160～190A，电压为12～18V，气压为15～20MPa，弧长为10～16；

(5)调校与机械加工：对复合滑床台板的结构进行限制，并自上而下施加4～6MPa的压

力，将复合滑床台板的变形量控制在0.5mm以内，最后通过机械加工完成复合滑床台板成品

的制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具体为用机械加工的方式

将滑床台板上表面的锻造氧化皮去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加热方式为电加热炉加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焊丝为不锈钢焊丝，包

括如下质量百分含量的成分：C：0.07％，Si：0.9％，Mn：1.1％，S0.03％，P：0.035％；Cr：

16.8％，Ni：5.5％，Nb：0.25％，余量为Fe。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水冷处理包括在滑床

台板的内腔设置散热块，向所述散热块内设置冷流通道，向所述冷流通道中通循环冷却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块为紫铜材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水冷却处理还包括向

滑床台板的定位夹具内设置冷流通道，向所述冷流通道中通循环冷却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水冷却处理还包括向

固定滑床台板的散热工作台内设置冷流通道，向所述冷流通道中通循环冷却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水冷处理将复合滑床

台板在气体保护自动焊过程中的温度冷却至450℃以下。

10.一种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滑床台板由权利要求1～9任意

一项所述方法制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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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铁路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及其制作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发展迅速，随着列车速度的大幅度提高，列车的安全性显得

尤为重要；作为铁路轨道的重要部件之一，道岔具有数量多、结构复杂、使用寿命短、限制列

车速度、行车安全性低、养护维修投入大等特点。而滑床台板作为道岔的重要零件，在整个

尖轨长度范围内起承托尖轨、扣压基本轨的作用，是承载道岔尖轨和高速列车的安全平台，

直接关系高速道岔和高速列车的运用及运行安全。目前的电镀滑床台板经过实际运用证实

存在以下缺点：(1)镀硬铬过程及废水对环境的污染无法消除；(2)耐腐蚀性能差，容易出现

锈蚀现象；(3)在装配及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磕碰，修复过程繁琐；(4)使用时间长容易出现

龟裂、鼓包等缺陷；(5)存在发生人身安全事故的隐患。

[0003] 中国专利CN101338425A公开了一种铁路道岔滑床板表面耐磨抗腐蚀合金涂层激

光熔覆工艺，该工艺利用激光在滑床板表面熔覆合金层，增加耐磨性和耐腐蚀性，但是该工

艺生产设备昂贵，成本太高，且生产效率低，成品率低。中国专利CN102453842A公开了一种

用特种合金马氏体不锈钢制作的滑床台板，这种滑床台板虽然强度高，但是造价也高，综合

经济指标不尽合理。

[0004] 因此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制作方法来提高滑床台板的耐腐蚀性、抗冲击性能和焊接

性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及其制作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滑床

台板的耐腐蚀性、抗冲击性能和焊接性能，并且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成品率。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基材锻造成型：将碳钢加热至1100～1250℃后置于磨具内锻造成滑床台板；

[0009] (2)预处理：去除滑床台板表面锻造氧化皮；

[0010] (3)加热处理：将预处理后的滑床台板加热至150～160℃；

[0011] (4)覆材焊接：用气体保护自动焊工艺将焊丝融合在滑床台板表面，在该过程中对

滑床台板进行水冷处理，控制滑床台板的焊接受热变形量，制成复合滑床台板；其中，气体

保护自动焊的复合电流为160～190A，电压为12～18V，气压为15～20MPa，弧长为10～16；

[0012] (5)调校与机械加工：对复合滑床台板的结构进行限制，并自上而下施加4～6MPa

的压力，将复合滑床台板的变形量控制在0.5mm以内，最后通过机械加工完成复合滑床台板

成品的制作。

[0013] 优选地，步骤(2)中具体为用机械加工的方式将滑床台板上表面的锻造氧化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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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0014] 优选地，步骤(3)中加热方式为电加热炉加热。

[0015]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焊丝为不锈钢焊丝，包括如下质量百分含量的成分：C：

0.07％，Si：0.9％，Mn：1.1％，S0.03％，P：0.035％；Cr：16.8％，Ni：5.5％，Nb：0.25％，余量

为Fe。

[0016]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水冷处理包括在滑床台板的内腔设置散热块，向所述散热

块内设置冷流通道，向所述冷流通道中通循环冷却水。

[0017] 优选地，所述散热块为紫铜材质。

[0018]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水冷处理还包括向滑床台板的定位夹具内设置冷流通道，

向所述冷流通道中通循环冷却水。

[0019]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水冷处理还包括向固定滑床台板的散热工作台内设置冷

流通道，向所述冷流通道中通循环冷却水。

[0020]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水冷处理将复合滑床台板在气体保护自动焊过程中的温

度冷却至450℃以下。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由上述方法制备而成的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

[0022] 本发明提供的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的制作方法，对预处理后的滑床台板进行加

热处理的目的是减少焊接时起伏点的焊接缺陷，提升焊材与基材的融合率、结合率。

[0023] 本发明提供的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的制作方法，通过焊接机器人使用气体保护

自动焊接工艺将焊丝融合在滑床台板上表面。使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焊接能减少用工成本，

保证焊接工艺及参数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产品焊接质量的稳定性。对滑床台板用多种途径

进行水冷处理具体是将散热块向上顶置于滑床台内腔，使散热块契合滑床台内腔；在焊接

过程中，通过内置于定位夹具及散热块内的水路通水循环，在水循环的过程中带走通过定

位夹具、散热块与滑床台板的接触传递的热量，从而起到降低焊接热变形量的目的。其中散

热块为紫铜材质，紫铜具有优良的吸热及热传导功能，在其与滑床台内腔接触契合时，能最

大化吸收焊接时产生的热量及传热能力，从而达到控制滑床台板的焊接受热变形量的目

的。

[0024] 在气体保护自动焊接的过程中，通过利用自制工装夹具的水冷却系统及控制固

定，控制滑床台板的焊接受热变形量。使用该方法能有效减少焊接时的热输入量，相比未进

行冷却的降低焊接变形50％以上；在进行批量生产时，未进行冷却的产品焊接后产品温度

高达700-800℃，夹具及底板温度150℃以上；采用冷却系统时，焊接后产品温度450℃以下，

夹具及底板温度在40-60℃；未进行冷却的滑床台焊接后变形量，经测量长度方向在3mm左

右，宽度方向在5mm左右，使用冷却夹具后，经测量长度方向在1mm左右，宽度方向在2.5mm左

右。

[0025] 焊接冷却固定系统的原理为：通过在底板及定位夹具之间钻孔通水，带走焊接热

量，在滑床台板内腔定制一块紫铜块，吸收焊接热量，再在紫铜块内部通过冷流通道带走焊

接热量，从而达到减少滑床台板因焊接受热的变形量，通过固定控制系统，可确保自动焊接

过程中，台板不会因为变形而影响焊接参数的稳定。

[0026] 本发明提供的铁路道岔复合滑床台板的制作方法，对复合滑床台板进行调校，具

体过程是将焊接好的滑床台板置于压力设备的承重工作台上，焊接面贴合承重工作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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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调校工装凸台与滑床台板内腔相契合，再向调校工装施加自上往下的压力，压力大小

4-6MPa，最后将调校工装撤离；通过调校工装自上往下的压力及调校工装结构的限制可将

变形量控制在0.5mm以内。

[0027] 本发明的上述方案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28] (1)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制成的复合滑床台板不锈钢复合面硬度大于300HV，剪切

强度大于500Mpa，力学性能良好，具有优良的抗冲击性能和焊接性能；

[0029] (2)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制成的复合滑床台板盐雾试验达7级以上，具有良好的耐

腐蚀性能，环境适应性能良好，可减少维护或者免维护；

[0030] (3)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制成的复合滑床台板无气泡、结疤、裂纹、夹杂、折叠等缺

陷，运用性能可靠，延长使用寿命，消除了引发人身安全事故的隐患；

[0031] (4)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制备复合滑床台板经过锻造，节省了钢材的用量和机械

加工余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0032] (5)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制备复合滑床台板使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焊接能减少用工

成本，保证焊接工艺及参数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产品焊接质量的稳定性，提高成品率。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滑床台板水冷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滑床台板水冷处理系统的的俯视图。

[0035] 【附图标记说明】

[0036] 1-散热工作台；2-工件槽；3-散热块托板；4-散热块；5-定位压块；6-压紧块；7-挡

块；8-焊件；9-冷流通道；10-连接杆；11-导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使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

例进行详细描述。

[0038] 实施例1

[0039] (1)基材锻造成型：将碳钢作为基材通过带锯床下料成圆棒，再将圆棒加热至1100

℃后置于锻造磨具内，使用锻打设备将滑床台锻造成型；

[0040] (2)预处理：将产品置于夹具上，使用机械加工的方式去除滑床台板表面(焊接面)

锻造氧化皮；

[0041] (3)加热处理：将预处理后的滑床台板置于电加热炉内加热至150℃，能有效减少

焊接时起伏点的焊接缺陷，提升焊材与基材的融合率、结合率；

[0042] (4)覆材焊接：将加热处理后的滑床台置于具有冷却系统的焊接工装上，通过焊接

机器人使用气体保护自动焊工艺将焊丝融合在滑床台板表面，通过利用焊接工装的冷却系

统及控制固定部件，控制滑床台板的焊接受热变形量，制成复合滑床台板；其中，气体保护

自动焊的复合电流为190A，电压为13V，气压为17MPa，弧长为16；

[0043] (5)调校与机械加工：通过调校工装对复合滑床台板的结构进行限制，并自上而下

施加4MPa的压力，将复合滑床台板的变形量控制在0.5mm以内，最后通过机械加工至要求尺

寸，完成复合滑床台板成品的制作。对复合滑床台板成品进行盐雾试验和剪切试验，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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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0044] 实施例2

[0045] (1)基材锻造成型：将碳钢作为基材通过带锯床下料成圆棒，再将圆棒加热至1200

℃后置于锻造磨具内，使用锻打设备将滑床台锻造成型；

[0046] (2)预处理：将产品置于夹具上，使用机械加工的方式去除滑床台板表面(焊接面)

锻造氧化皮；

[0047] (3)加热处理：将预处理后的滑床台板置于电加热炉内加热至155℃，能有效减少

焊接时起伏点的焊接缺陷，提升焊材与基材的融合率、结合率；

[0048] (4)覆材焊接：将加热处理后的滑床台置于具有冷却系统的焊接工装上，通过焊接

机器人使用气体保护自动焊工艺将焊丝融合在滑床台板表面，通过利用焊接工装的冷却系

统及控制固定部件，控制滑床台板的焊接受热变形量，制成复合滑床台板；其中，气体保护

自动焊的复合电流为184A，电压为13.2V，气压为18MPa，弧长为16；

[0049] (5)调校与机械加工：通过调校工装对复合滑床台板的结构进行限制，并自上而下

施加6MPa的压力，将复合滑床台板的变形量控制在0.5mm以内，最后通过机械加工至要求尺

寸，完成复合滑床台板成品的制作。对复合滑床台板成品进行盐雾试验和剪切试验，结果见

表1。

[0050] 实施例3

[0051] (1)基材锻造成型：将碳钢作为基材通过带锯床下料成圆棒，再将圆棒加热至1200

℃后置于锻造磨具内，使用锻打设备将滑床台锻造成型；

[0052] (2)预处理：将产品置于夹具上，使用机械加工的方式去除滑床台板表面(焊接面)

锻造氧化皮；

[0053] (3)加热处理：将预处理后的滑床台板置于电加热炉内加热至160℃，能有效减少

焊接时起伏点的焊接缺陷，提升焊材与基材的融合率、结合率；

[0054] (4)覆材焊接：将加热处理后的滑床台置于具有冷却系统的焊接工装上，通过焊接

机器人使用气体保护自动焊工艺将焊丝融合在滑床台板表面，通过利用焊接工装的冷却系

统及控制固定部件，控制滑床台板的焊接受热变形量，制成复合滑床台板；其中，气体保护

自动焊的复合电流为160A，电压为18V，气压为20MPa，弧长为10；

[0055] (5)调校与机械加工：通过调校工装对复合滑床台板的结构进行限制，并自上而下

施加5MPa的压力，将复合滑床台板的变形量控制在0.5mm以内，最后通过机械加工至要求尺

寸，完成复合滑床台板成品的制作。对复合滑床台板成品进行盐雾试验和剪切试验，结果见

表1。

[0056] 表1实施例1～3复合滑床台板成品的实验结果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0306384 A

6



[0057]

[0058] 实施例1～3制得的复合滑床台板表面无气泡、结疤、裂纹、夹杂、折叠等缺陷，硬度

大于300HV，剪切强度大于500Mpa，力学性能良好，具有优良的抗冲击性能和焊接性能；实施

例1～3制得的复合滑床台板盐雾试验达7级以上，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环境适应性能良

好，可减少维护或者免维护。

[0059] 实施例4

[0060] 如图1所示，包括一散热工作台1，所述散热工作台1的左侧和右侧分别设置有一工

件槽2，每个所述工件槽2内均设置有一散热块托板3，所述散热块托板3可在所述工件槽2内

上下滑动，每个所述散热块托板3的上表面固定地设置有一散热块4；两块所述散热块4之间

设置有一定位压块5，每个所述散热块4的外侧分别设置一压紧块6，每个所述压紧块6的外

侧分别设置一挡块7，所述定位压块5和挡块7均固定设置在所述散热工作台1的上表面，所

述压紧块6活动地设置在所述散热工作台1的上表面，两个所述压紧块6的内侧面与所述定

位压块5分别对应的两个侧面均由上往下向里倾斜地设置。

[0061] 如图2所示，所述散热工作台1、散热块4、定位压块5和压紧块6内均设置有一冷流

通道9。定位压块5与压紧块6组成定位夹具。所述散热工作台1、定位压块5和压紧块6的冷流

通道9均设置呈U型，分别从所述散热工作台1、定位压块5和压紧块6的第一端进出，所述散

热块4的冷流通道9设置呈直线型，从所述散热块4的中底部进入，两端部导出。其中，所述散

热块4为紫铜材质。紫铜具有优良的导热性，广泛用于制作导热器件。本发明的散热块4，用

于承接焊件8，与焊件8有大面积的直接表面接触，采用紫铜制成的散热块4，有利于焊件的

热传导，提高冷却的效果。

[0062]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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