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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堆焊司太立硬质合金薄壁

套的加工工艺，其步骤包括:下料、热处理、车焊

前尺寸、安装焊接支撑装置、焊接、安装粗磨工装

粗磨焊接位置外圆、半精车、安装芯轴装置进行

精磨、精车工序。本发明采用的焊接支撑装置、粗

磨工装、精磨工装保证了焊接质量，解决了以往

焊接过程中焊接裂纹及变形量大的问题，焊后进

行热处理，消除了焊接产生的应力，轴套毛坯进

行热处理，保证材料力学性能，解决了以往轴套

壁厚较薄磨削过程中轴套发生变形的难题，极大

的提高了加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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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堆焊司太立硬质合金薄壁套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包括以下步骤：

(1)下料:按产品外形尺寸进行下料，里孔、外圆单边保证加工余量在5‑10mm，轴向长度

的余量保证在15mm‑20mm；

(2)粗车I:毛坯料经热处理后进行轴套焊前尺寸加工，确定堆焊层位置；

(3)焊接:将焊接支撑装置安装于待焊接轴套；

所述焊接支撑装置包括柱形支撑胎I，支撑胎I一端设有凸台I，所述支撑胎I与轴套堆

焊层位置端孔径之间间隙配合，支撑胎I的长度大于堆焊层长度:所述凸台I搭接于轴套端

面；将支撑胎I穿装轴套内孔I后对凸台I进行点焊:上车床，卡焊接端外圆，按焊前加工位置

外圆进行找正，找正后进行点焊接，焊接过程中保证较小的焊接热输入，控制焊接电流焊接

电压；

(4)热处理:焊后进行低温去应力处理，处理方法为:工件在台车热处理炉中进行180‑

220℃低温回火处理，此工序的进行可以消除焊接时产生的焊应力，使应力得到释放，以防

在后续加工中应力释放，造成工件发生变形，影响工件质量；

(5)粗车Ⅱ:不拆除焊接支撑装置，上车床，在轴套另一端安装粗车工装，所述粗车工装

包括柱形支撑胎Ⅱ，所述柱形支撑胎Ⅱ一端设有凸台Ⅱ，凸台Ⅱ搭接于轴套端面；所述柱形

支撑胎Ⅱ与轴套内孔Ⅱ之间为过盈配合，在凸台III上设置中心孔，作为磨床顶尖孔；

(6)粗磨:轴套上磨床，磨床砂轮选用的是树脂金刚砂轮，粗磨堆焊层位置，确保加工余

量，无焊层缺陷，如有缺陷需补焊；

(7)钳修:去掉焊接支撑装置和粗车工装；

(8)粗车III:卡焊接端外圆，找正，粗车一端里孔及外圆，单边留余量15mm:粗车Ⅳ:掉

头，粗车另一端里孔及外圆，单边留余量1.5mm；

(9)超声波:进行超声波检查；

(10)去应力:进行低温去应力处理，温度范围为:180‑220℃，此工序的进行可以消除以

上加工过程产生的应力:使加工应力得到释放；

(11)半精车:卡堆焊层位置端外圆，找正，半精车另一端外圆及内孔I，单边留余0.5mm，

平好一端面:掉头，卡好车端外圆，半精车另一端外圆及内孔Ⅱ，单边留余量0.5mm，平好端

面；

(12)划出月牙槽位置线、划出键槽位置线:按线做好月牙槽；按线插好键槽；

(13)精磨:在轴套内安装精磨工装，所述精磨工装包括支撑胎III和支撑胎IV，所述支

撑胎III和支撑胎Ⅳ分别与轴套两端孔径间隙配合，支撑胎Ⅲ和支撑胎Ⅳ均分别设有凸台

Ⅳ和凸台V，凸台Ⅳ和凸台V分别与轴套两端端面搭接:在支撑胎Ⅲ和支撑胎Ⅳ中心设置芯

轴，芯轴提供支撑作用，并用圆螺母锁紧；磨好轴套外圆；

(14)精车:卡一端，架另一端找正，车好一端内孔并倒角；掉头，卡一端，架另一端，车好

另一端并倒角；

(15)PT检查，硬度检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堆焊司太立硬质合金薄壁套的加工工艺，其特征是:所述

焊接支撑装置的材料选用304不锈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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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堆焊司太立硬质合金薄壁套的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薄壁轴套的加工工艺。尤其涉及一种堆焊司太立硬质合金薄壁套

的加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薄壁大型轴套在电厂循环泵中的使用极为频繁，电厂循环泵使用的轴套对轴套的

表面硬度、耐磨度、加工精度要求较高，而且轴套的壁厚较外表面往往需焊接硬度极高的司

太立硬质合金。

[0003] 现有技术中，薄壁轴套在加工时，由于轴套外表面需堆焊司太立硬质合金难度极

大，焊接过程极易出现裂纹及变形量难以控制的问题；而且此轴套长度较长、在加工过程中

对加工变形量难以控制；又因喷焊后的轴套表面硬度高，后续表面难以加工:另外轴套表面

削加工时，轴套较长壁厚较薄极难装卡: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现有产品质量低下。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堆焊司太立硬质合金薄

壁套的加工工艺，保证了焊接质量，解决了以往焊接过程中焊裂纹及变形量大的问题，焊后

进行热处理，消除了焊接产生的应力，轴套毛坏进行热处理，保证材料力学性能，解决了以

往轴套壁厚较薄削过程中轴套发生变形的难越，极大的提高了加工精度。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焊司太立硬质合金薄壁套的加工

工艺，其技术要点是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下料:按图纸外形尺寸进行下料，里孔、外圆单边保证加工余量在5‑10mm，轴向

长度的余量保证在15mm‑20mm；

[0007] (2)粗车I:毛坯料经热处理后进行轴套焊前尺寸加工，确定堆焊层位置；

[0008] (3)焊接:将焊接支撑装置安装于待焊接轴套；

[0009] 所述焊接支撑装置包括柱形支撑胎I，支撑胎I一端设有凸台I，所述支撑胎I与轴

套堆焊层位置端孔径之间间隙配合，支撑胎I的长度大于堆焊层长度:所述凸台I搭接于轴

套端面:将支撑胎I穿装轴套内孔后对凸台I进行点焊:上车床，卡焊接端外圆，按焊前加工

位置外圆进行找正，找正后进行点焊接，焊接过程中保证较小的焊接热输入，控制焊接电

流、焊接电压；

[0010] (4)热处理:焊后进行低温去应力处理，处理方法为:工件在台车热处理炉中进行 

180‑220℃低温回火处理，此工序的进行可以消除焊接时产生的焊应力，使应力得到释放，

以防在后续加工中焊应力释放，造成工件发生变形，影响工件质量；

[0011] (5)粗车Ⅱ:不拆除焊接支撑装置，上车床，在轴套另一端安装粗车工装，所述粗车

工装包括柱形支撑胎Ⅱ，所述柱形支撑胎Ⅱ一端设有凸台Ⅱ，凸台Ⅱ搭接于轴套端面；所述

柱形支撑胎Ⅱ轴套内孔的之间为过盈配合，在凸台I和凸台Ⅱ上分别设置中心孔，作为磨床

顶尖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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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6)粗磨:轴套上磨床，磨床砂轮选用的是树脂金刚石砂轮，粗磨堆焊层位置，确保

加工余量，无焊层缺陷，如有缺陷需补焊；

[0013] (7)钳修:去掉焊接支撑装置和粗车工装；

[0014] (8)粗车III:卡焊接端外圆，找正，粗车一端里孔及外圆，单边留余量15mm:粗车

Ⅳ: 掉头，粗车另一端里孔及外圆，单边留余量1.5mm；

[0015] (9)超声波:进行超声波检查；

[0016] (10)去应力:进行低温去应力处理(温度范围为:180‑220℃):此工序的进行可以

消除以上加工过程产生的应力:使加工应力得到释放；

[0017] (11)半精车:卡堆焊层位置端外圆，找正，半精车另一端外圆及内孔，单边留余量

0.5mm，平好一端面；掉头，卡好车端外圆，半精车另一端外圆及内孔Ⅱ，单边留余量；0.5mm，

平好端面；

[0018] (12)划出月牙槽位置线、划出键槽位置线；按线镗好月牙槽；按线插好键槽；

[0019] (13)精磨:在轴套内安装精磨工装，所述精磨工装包括支撑胎III和支撑胎Ⅳ，所

述支撑胎III和支撑胎Ⅳ分别与轴套两端孔径间隙配合，支撑胎Ⅲ和支撑胎Ⅳ均分别设有

凸台Ⅳ和凸台V，凸台Ⅳ和凸台V分别与轴套两端端面搭接:在支撑胎II和支撑胎Ⅳ中心设

置芯轴，并由芯轴提供支撑作用，并用圆螺母锁紧:磨好轴套外圆；

[0020] (14)精车:卡一端，架另一端找正，车好一端内孔并角:掉头，卡一端，架另一端，车

好另一端并倒角；

[0021] (15)PT检查，硬度检验。

[0022] 进一步的，所述焊接支撑装置的材料选用传热性能较好的304不锈钢材料进一步

的，轴套壁厚为10mm。

[0023] 本发明的优点效果如下：

[0024] (1)轴套毛坯进行热处理，保证材料力学性能：

[0025] (2)通过安装焊接支撑胎，按照特制的焊接工艺規程，保证了焊接质量，解决了以

往焊接过程中焊接裂纹及变形量大的问题，焊后进行热处理，消除了焊接产生的应力；

[0026] (3)通过轴套两端安装自制工艺装置，解决了磨床装卡的问题；

[0027] (4)通过使用树脂金刚石砂轮，解决了轴套焊接层硬度高无法加工的难题；

[0028] (5)磨床轴套芯轴支撑装置的使用，解决了以往轴套壁厚较薄磨削过程中轴套发

生变形的难题。

[0029] (6)本发明工序间的设置，打破了以往的工序步骤，将车削放到了整个工序的最后

个工序，此工序以磨床磨削后的高精度外圆为基准，车削轴套内孔，极大的提高了加工精

度。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待焊接轴套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焊接支撑装置示意图；

[0032] 图3为粗磨工装示意图；

[0033] 图4为精磨工装示意图；

[0034] 图1‑图4中，各零部件的名称为:轴套1，内孔I  1‑1，内孔II  1‑2，堆焊层位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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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支撑装置2，粗车工装3，支撑胎II  3‑1，凸台II  3‑2，凸台III  3‑3，中心孔3‑4，精磨工

装4，支撑胎III  4‑1，支撑胎IV  4‑2，凸台Ⅳ  4‑3，凸台V4‑4，芯轴4‑5，圆螺母4‑6。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本发明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如下。包括下述步骤:

[0036] 轴套外形尺寸为中Φ220mm/Φ200mx700mm，选用材料为不锈钢；

[0037] (1)下料:按图纸外形尺寸进行下料，轴套壁厚为10mm，此轴套材料选用型材即筒

料，里孔、外圆单边保证加工余量在5‑10mm，轴向长度的余量保证在15mm‑20mm；

[0038] (2)热处理:毛坯料进行热处理；

[0039] (3)成分分析:加工成分分析试块，按GB/T11170  ASTMA240标准进行化学成分分

析；

[0040] (4)粗车I:进行轴套1焊前尺寸加工，所述轴套1内设有内孔I  1‑1和内孔II  1‑2，

轴套外周设有凹槽，回槽的底面为堆焊层位置1‑3；

[0041] (5)焊接:将焊接支撑装置2安装于待焊接轴套1；

[0042] 所述焊接支撑装置2包括柱形支撑胎I  2‑1，支撑胎I  2‑1一端设有凸台I  2‑2，所

述支撑胎I2‑1与轴套内内孔I1‑1之间为间隙配合，配合间隙在0.03‑0.05mm，所述支撑胎

I2‑1的长度与内孔I长度相匹配所述凸台I  2‑2搭接于轴套1端面:将支撑胎I2‑1穿装于轴

套内孔I1‑1后对凸台I  2‑2进行点焊；上车床，卡焊接端外圆，技焊前加工位置外圆进行找

正，找正后进行点焊接，焊接过程中保证较小的焊接热输入，控制焊接电流、焊接电压安装

焊接支撑装置2目的:安装后轴套在焊接程中产生的热量可以传递到支撑装置上，使热量分

散，防止局部温度过高造成轴套在焊接过程中发生变形，以及焊接裂纹的出现:焊接支撑装

置2的材料选用传热性能较好的304不锈钢材料；

[0043] (6)热处理:焊后进行低温去应力处理，处理方法为:工件在台车热处理炉中进行 

180‑220℃低温回火处理，工件在低温回火处理时必须控制升温速度小于70℃/h:工件在

180‑220℃保温4h后出炉；空冷至室温，此工序是保证薄壁套上焊接的司太立合金在焊后不

发裂纹的必要工序，司太立合金焊材在180‑220℃进行低温回火处理后，可以细化焊缝组织

中的品粒结构，降低材料的硬脆性，保证薄壁套焊接可太立合金这一技术方案的实施；

[0044] (7)粗车Ⅱ:不拆除焊接支撑装置2，上车床，安装粗车工装3，所述粗车工装3包括

柱形支撑胎Ⅱ3‑1，所述柱形支撑胎Ⅱ3‑1一端设有凸台Ⅱ3‑2，凸台Ⅱ3‑2搭接于轴套1  端

面，凸台Ⅱ3‑2外侧中间设有凸台III3‑3:所述柱形支撑胎Ⅱ3‑1与轴套内孔I1‑2之间为过

盈配合，配合公差为H756，凸台III3‑3上设置中心孔3‑4，作为磨床顶尖孔；

[0045] (8)粗磨:轴套上床，磨床秒轮选用的是树脂金刚石砂轮，粗磨堆焊层位置1‑3，确

保加工余量，无焊层缺陷，如有缺陷需补焊；

[0046] (9)钳修:去掉焊接支撑装置2和粗车工装3；

[0047] (10)粗车III:卡焊接端外圆，找正，粗车一端里孔及外圆，单边留余量1.5mm；

[0048] (11)粗车Ⅳ:掉头，粗车另一端里孔及外圆，单边留余量15mm；

[0049] (12)超声波:进行超声波检查；

[0050] (13)去应力:进行低温去应力处理(温度范围为:180‑220℃):工件在低温回火处

理时必须控制升温速度小于70℃/h:工件在180‑220℃保温4h后出炉:空冷至室温。此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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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证壁套上焊接的司太立合金在加工后不出现变形裂纹的必要工序。防止司太立焊材产

生加工硬化，使焊层出现裂纹；

[0051] (14)半精车:卡堆焊层位置1‑3端外圆，找正，半精车另一端外圆及内孔I，单边留

余量0.5mm，平好一端面；

[0052] (15)半精车II:掉头，卡好车端外圆，半精车另一端外圆及内孔Ⅱ，单边留余量

0.5mm，平好端面；

[0053] (16)划线:划出月牙槽位置线、划出健槽位置线；

[0054] (17)镗：按线镗好月牙槽；

[0055] (18)插：按线插好键槽；

[0056] (19)精磨:在轴套内安装精磨工装4，所述精工装4包括支撑胎III4‑1和支胎Ⅳ4‑

2，所述支撑胎III4‑1与轴套内孔I  1‑1间隙配合，支撑胎III4‑1的一端设有凸台Ⅳ4‑3，所

述支撑胎Ⅳ4‑2与轴套内孔II  1‑2间隙配合，支撑胎Ⅳ4‑2的一端设有凸台V4‑4，所述凸台

Ⅳ4‑3和凸台Ⅳ4‑4分別搭接于轴套1两端的端面；以轴套内孔I  1‑1为基准，在支撑胎III4‑

1和支撑胎Ⅳ4‑4中心设置芯轴4‑5，并由芯轴4‑5支撑，并用圆螺母4‑6锁紧:  磨好轴套外

圆；

[0057] (20)精车：卡一端，架另一端找正，车好一端内孔(内孔选内孔I  1‑1或内孔II  1‑2 

的其中一个)并倒角；

[0058] (21)精车：掉头，卡一端，架另一端，车好另一内孔(内孔选内孔I  1‑1或内孔II  1‑

2 中的上一步骤没有选取的另外一个)倒角；

[0059] (22)PT检査:液体渗透检査；

[0060] (23)硬度检验:对堆焊层表面进行硬度检验；

[0061] (24)修:钳修去各部加工毛刺；

[0062] (25)检查:完工尺寸检查并记录。

[0063] 本发明中安装焊接支撑装置，按照特制的焊接工艺规程，保证了焊接质量，解决了

以往焊接过程中焊接裂纹及变形量大的问题，焊后进行热处理，消除了焊接产生的应力:通

过轴套两端安装粗磨工装，解决了磨床装的问题:精磨工装的使用，解决了以往轴套壁厚较

磨削过程中轴套发生变形的难题:本发明工序间的设置，打破了以往的工序步骤，将车削放

到了整个工序的最后个工序，此工序以磨床磨削后的高精度外圆为基准，车削轴套内孔，极

大的提高了加工精度。

[006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本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可根据上述说明对

本发明做出种种变化例。因面，实例中的某些细节不应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本发明将以所

附权利要求书界定的范围作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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