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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在对超硬磨料钻具

进行高频钎焊加压时，直接对磨料层施压导致磨

料层受力不均匀的问题，提供一种在焊接加压过

程中，通过点接触施压，使焊缝宽度趋于均匀的

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采用该方法，在磨

料层的上端放置加压调整块，加压调整块的下端

设置有容腔，上端设置球头，容腔的中心线与被

焊件的长柄的轴线重合，球头中心设置在长柄的

轴线上，施力装置通过与球头点接触对加压调整

块施加向下的压力，采用本发明提供加压方法，

压力方向沿施力点与球头中心的连线竖直向下，

当磨料层发生倾斜时，其重心会偏离轴线，所以，

当施力方向沿长柄轴线向下，磨料层向与倾斜方

向相反的一侧摆动至平稳，从而调整焊缝趋于均

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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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被焊接的钻具(50)包括环状磨料层(51)和长柄

（52），其特征在于，在长柄（52）的上端设置定位轴头(521)，定位轴头(521)的直径小于长柄

（52）的直径，磨料层(51)套设在定位轴头(521)上与定位轴头(521)移动配合，定位轴头

(521)的上端面高于磨料层(51)的上端面，将长柄下端固定在固定装置上并保持竖直，在磨

料层(51)的上端放置加压调整块(30)，加压调整块(30)的下端面设置在磨料层(51)的上端

面，加压调整块(30)的下端设置有容腔(33)，容腔(33)的中心线与长柄（52）的轴线重合，容

腔(33)与定位轴头(521)的外圆周相配合对加压调整块(30)进行定位，加压调整块(30)的

上端设置球头(31)，球头(31)中心设置在长柄（52）的轴线上，由施力装置(20)自上而下通

过与球头(31)点接触来对加压调整块(30)施力，加压调整块(30)的受力方向沿球头(31)中

线竖直向下，加压调整块(30)同时对磨料层(51)施加竖直向下的压力，从而调整磨料层

(51)的倾斜程度，纠正磨料层(51)的偏心。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压调整块(30)

的下端设置支腿(32)，所述支腿(32)围绕所述加压调整块(30)的中线设置，支腿(32)之间

形成所述容腔(3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力装置(20)包

括加压主轴(21)，加压主轴(21)竖直设置在加压调整块(30)的上方，所述球头(31)的中心

与加压主轴(21)的轴线重合。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力装置设置在

框架(10)上，所述框架(10)自上而下包括上横板(11)、中横板(13)、下横板(15)，所述加压

主轴(21)贯穿所述上横板(11)、中横板(13)、下横板(15)，与所述框架(10)可轴向移动地连

接，所述加压主轴(21)的上端一侧设置有立柱(26)，所述立柱(26)与框架(10)固定连接，所

述加压主轴(21)和立柱(26)上方设置加压杆(24)，所述加压杆(24)分别与加压主轴(21)和

立柱(26)的上端铰接，所述加压杆(24)的另一端为自由端，通过对加压杆(24)的自由端施

力来操纵加压主轴(21)轴向运动，从而对加压调整块(30)施力。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置

放座(60)，所述置放座(60)上端面设置定位孔(61)，所述长柄（52）下端与定位孔(61)相配

合对被钻具(50)固定。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置放座(60)上端

竖向设置管状芯体(62)，所述芯体(62)内径与所述钻具(50)下端直径相适应，芯体(62)外

径与所述定位孔(61)的直径相适应，所述长柄（52）的下端通过所述芯体（62）固定在所述定

位孔(61)中，所述芯体(62)的轴线与所述容腔(33)的中心线以及加压主轴(21)的轴线同

线。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加压主轴(21)

上设置轴肩，所述轴肩设置在所述上横板(11)和中横板(13)之间，所述轴肩上方轴径大于

下方轴径，所述轴肩与所述中轴套(14)之间设置抬升弹簧(211)。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压主轴(21)下

端设置呈T形轴头(214)，所述轴头(214)下端活动连接调节装置。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装置包括压

头(22)和接长杆(23)，所述接长杆(23)设置在所述压头(22)下方，所述压头(22)和接长杆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961738 A

2



(23)的轴线与所述加压主轴(21)的轴线重合，所述压头(22)与所述T形轴头(214)之间设置

减震弹簧(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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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焊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超硬磨料钻具包括环状的磨料层和长柄，磨料层与长柄之间通过高频钎焊焊接呈

一体。长柄在加工成成品前，通常设置呈中间为大径，上下两端为小径的台阶轴，磨料层在

加工成成品前通常设置成环状。焊接时，磨料层套设在长柄的上端定位轴头的外圆周上，磨

料层的下端面与长柄大径段的上端面之间设置银焊片，通过银焊片填充焊缝A，焊接的同时

对磨料层施加向下的压力，减小焊缝A的宽度，保证焊接强度。焊接完毕后，再将长柄上端定

位轴头以及磨料层内部一部分车削掉，再将磨料层及其下端的长柄加工成需要的直径，从

而形成超硬磨料钻具成品。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磨料层在烧结坯体时很难保证上下端面的

平行度和平面度，所以，当磨料层套设到长柄上后，磨料层通常会发生倾斜，当施力装置自

上而下直接施压时，施力点在磨料层的最高点，磨料层偏向受力，导致其四周受力不均匀，

焊接不稳定，很难保证两个焊接平面均匀接触，从而导致焊缝A不均匀，容易产生焊接缺陷，

造成磨料层容易脱落，降低成品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在对超硬磨料钻具进行高频钎焊加压的过程

中，直接对磨料层施压会导致磨料层受力不均匀，焊接不稳定，无法保证两个焊接平面均匀

接触，导致焊缝不均匀而造成焊接缺陷的问题，提供一种在焊接加压过程中，通过点接触施

压，提高焊接稳定性，使焊缝宽度趋于均匀的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的：

一种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被焊接的钻具包括环状磨料层和长柄，其特征在于，

在长柄的上端设置定位轴头，定位轴头的直径小于长柄的直径，磨料层套设在定位轴头上

与定位轴头移动配合，定位轴头的上端面高于磨料层的上端面，将长柄下端固定在固定装

置上并保持竖直，在磨料层的上端放置加压调整块，加压调整块的下端面设置在磨料层的

上端面，加压调整块的下端设置有容腔，容腔的中心线与长柄的轴线重合，容腔与定位轴头

的外圆周相配合对加压调整块进行定位，加压调整块的上端设置球头，球头中心设置在长

柄的轴线上，由施力装置自上而下通过与球头点接触来对加压调整块施力，加压调整块的

受力方向沿球头中线竖直向下，加压调整块同时对磨料层施加竖直向下的压力，从而调整

磨料层的倾斜程度，纠正磨料层的偏心；

加压调整块的下端设置支腿，支腿围绕加压调整块的中线设置，支腿之间形成容腔；

施力装置包括加压主轴，加压主轴竖直设置在加压调整块的上方，球头的中心与加压

主轴的轴线重合；

施力装置设置在框架上，框架自上而下包括上横板、中横板、下横板，加压主轴贯穿上

横板、中横板、下横板，与框架可轴向移动地连接，加压主轴的上端一侧设置有立柱，立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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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固定连接，加压主轴和立柱上方设置加压杆，加压杆分别与加压主轴和立柱的上端铰

接，加压杆的另一端为自由端，通过对加压杆的自由端施力来操纵加压主轴轴向运动，从而

对加压调整块施力；

固定装置包括置放座，置放座上端面设置定位孔，长柄下端与定位孔相配合对被钻具

固定；

置放座上端竖向设置管状芯体，芯体内径与钻具下端直径相适应，芯体外径与定位孔

的直径相适应，长柄的下端通过芯体固定在定位孔中，芯体的轴线与容腔的中心线以及加

压主轴的轴线同线；

在加压主轴上设置轴肩，轴肩设置在上横板和中横板之间，轴肩上方轴径大于下方轴

径，轴肩与中轴套之间设置抬升弹簧；

加压主轴下端设置呈T形轴头，轴头下端活动连接调节装置；

调节装置包括压头和接长杆，接长杆设置在压头下方，压头和接长杆的轴线与加压主

轴的轴线重合，压头与T形轴头之间设置减震弹簧(212)。

[0005]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由于在磨料层上方设置了加压调

整块，加压调整块的上端中心位置设置有球头，下端设置有容腔，通过容腔与长柄上端的定

位轴头相配合对加压调整块进行定位，使球心设置在钻具的轴线上，加压时，加压主轴与球

头点接触对加压调整装置和磨料层进行施力，压力方向沿施力点与球头中心的连线即轴线

方向竖直向下，而当磨料层发生倾斜时，磨料层的重心会偏离轴线，向倾斜的一侧偏移，所

以，当加压主轴沿轴线方向向下加压时，会使磨料层向与倾斜方向相反的一侧摆动至平稳，

从而调整焊缝A的宽度趋于均匀。

[0006] 进一步地，在加压调整块下端设置三个支腿，三个支腿的内表面分别与定位轴头

的外表面接触，保持加压调整块横向稳定，加压调整块本体通过支腿与磨料层上端面接触，

减小接触面积，并通过支腿向加压调整块四周均匀施力，防止加压调整块倾斜，更好地保持

加压调整块的稳定，有利于将压力平稳传递给磨料层。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装置主视图局部剖视图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B处局部放大图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中C处局部放大图示意图。

[0008] 附图标记说明

10、框架；11、上横板；12、上轴套；13、中横板；14、中轴套；15、下横板；20、施力装置；21、

加压主轴；211、抬升弹簧；212、减震弹簧；213、螺母；214、轴头；215、外螺纹一；22、压头；

221、内螺纹；23、接长杆；231、外螺纹二；24、加压杆；25、芯轴一；26、立柱；27、芯轴二；30、加

压调整块；31、球头；32、支腿；33、容腔；40、银焊片；50、钻具；51、磨料层；52、长柄；521、定位

轴头；522、大径段；523、小径段；60、置放座；61、定位孔；62、芯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地描述：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超硬磨料钻具焊接加压方法，该超硬磨料钻具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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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状磨料层51和长柄52，焊接时采用如下焊接加压方法对钻具施压，在长柄52的上端设置

一定位轴头521，定位轴头521的直径需小于长柄52的直径，将磨料层51套设在定位轴头521

上并使其与定位轴头521上下可移动配合，定位轴头521的上端面高于磨料层51的上端面，

使定位轴头高出磨料层一点，方便后续的操作，将长柄下端固定在固定装置上并使长柄保

持竖直，在磨料层51的上端放置加压调整块30，加压调整块30的下端面设置在磨料层51的

上端面，加压调整块30的下端设置有容腔33，容腔33的中心线与长柄52的轴线重合，定位轴

头的高出磨料层的部分位于容腔内，容腔33与定位轴头521的外圆周相配合对加压调整块

30进行定位，加压调整块30的上端设置球头31，球头31中心设置在长柄52的轴线上，由施力

装置20自上而下通过与球头31点接触来对加压调整块30施力，加压调整块30的受力方向沿

球头31中线竖直向下，加压调整块30同时对磨料层51施加竖直向下的压力，从而调整磨料

层51的倾斜程度，纠正磨料层51的偏心。

[0010] 可采用下列实施你还结构的加压装置对超硬磨粘钻具施压，该装置包括施力装置

20、固定装置、加压调整块和框架10，施力装置20设置在框架10上方，固定装置设置在框架

10的底部，钻具50固定设置在固定装置上，加压调整块30设置在钻具50上方，施力装置20通

过加压调整块30对磨料层51施加向下的压力。

[0011] 钻具50包括磨料层51和长柄52，长柄52设置呈台阶轴，包括上端的定位轴头521、

中间部分的大径段522以及下端的小径段523，定位轴头521的直径小于大径段522的直径。

磨料层51呈环状，内径大小在定位轴头521的直径和大径段522的直径之间，外径可以与大

径段522的直径相同，磨料层套设在定位轴头521的外圆周上，定位轴头521的长度大于磨料

层的高度，使定位轴头521的上端面突出于磨料层51的上端面，焊缝A设置在磨料层51与大

径段522之间，由于磨料层51端面平面度较差，而大径段的上端面平面度较好，所以两个焊

接面之间不能均匀接触，所以焊缝A不能保持均匀，因此在焊缝A处套设银焊片40，银焊片40

可以在焊接时填充焊缝A。为使两个焊接平面更好地接触，通常采取边加压边焊接的工艺方

法，但是，由于磨料层51上下端面的平行度存在偏差，又因为磨料层51内孔与定位轴头521

之间存在一定量的间隙，所以当磨料层51置于长柄52上时通常会发生倾斜，倾斜后，磨料层

的重心也会向倾斜的一侧偏离，重心与长柄的轴线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在磨料层51上端设

置加压调整块30，通过加压调整块30对磨料层51上端面均匀施力。加压调整块30包括本体、

球头和容腔，球头31设置在加压调整块本体的上端中心位置，容腔33设置在加压调整块30

本体的下端，与球头31相对应。本发明中，在加压调整块30的下端设置支腿32，支腿32围绕

加压调整块30的轴线均匀设置，数量优选为三个，支腿32内表面之间形成的空间即为容腔

33。当加压调整块30置于磨料层51上方时，定位轴头521突出于磨料层51的部分置于容腔33

内，定位轴头521的外径与各支腿的内表面分别相切，三个支腿的内表面分别与定位轴头的

外表面接触从而对加压调整块30进行定位，使加压调整块30保持竖直，三个支腿32的下端

面在同一水平面上，此时，球头31的中心设置在长柄52的轴线上。施力装置通过与球头31点

接触对加压调整块30和磨料层施加向下的压力，施力装置所施加的压力方向沿球心竖直向

下，并由三个支腿均匀向下传递。由于磨料层51上端面倾斜，三个支腿32中至少有一个支腿

的下端面与磨料层较高的点接触，并对其施力，磨料层会向与倾斜方向相反的一侧摆动直

至平稳，这样可以保证焊接的稳定性，保证焊缝A趋于均匀。

[0012] 优选地，施力装置20包括加压主轴21，加压主轴21竖直设置在钻具的上方，加压主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0961738 A

6



轴21的轴线与钻具50的轴线重合。加压主轴21设置在框架10上，框架10包括自上而下设置

的上横板11、中横板13和下横板15，上横板11上设置有上轴套12，中横板13上设置有中轴套

14，加压主轴21贯穿上轴套12和中轴套14并可以上下移动。还可以在加压主轴21上设置轴

肩，轴肩设置在上轴套12和中轴套14之间，轴肩下端直径小于上端直径，轴肩与中轴套14之

间设置抬升弹簧211。加压主轴21的上方一侧平行设置有立柱26，立柱26的下端与上横板11

固定链接，在加压主轴21和立柱26的上端设置有加压杆24，加压杆24通过芯轴一25与加压

主轴21上端铰接，加压杆24的一端端部通过芯轴二27与立柱26上端铰接，加压杆24的另一

端为自由端，自由端的长度大于立柱与加压杆之间的轴线距离。

[0013] 加压主轴21的下端设置呈T型轴头，T型轴头下端与调节装置连接，调节装置可以

调节加压主轴与加压调整块30之间的距离。调节装置包括压头22和接长杆23，压头22内沿

轴线设置变径孔，变径孔上端为小径孔，下端为大径孔，小径孔的直径略大于T型轴头下端

直径，T型轴头下端端部设置外螺纹，T型轴头下端贯穿小径孔后，在外螺纹上设置螺母213，

从而将压头22固定连接在T型轴头上。接长杆23设置在压头22的下端，接长杆23上端与压头

22的大径孔螺纹连接，接长杆下端面为水平面。还可以在T型轴头的台阶面与压头22之间设

置减震弹簧212，减震弹簧212可以防止加压过程对钻具50产生硬冲击。

[0014] 固定装置包括置放座60，置放座60上开设定位孔61，定位孔的直径可以与长柄52

下端的小径段523的直径相同，小径段523可以直接插入到定位孔61内进行固定。也可以在

定位孔内竖向设置管状芯体62，再将钻具50的小径段523插入到芯体62内腔中，芯体62的外

径与定位孔的直径相同，内径与小径段523直径相同，从而使钻具保持稳定。芯体62的材质

最好采用金属铝，金属铝不导磁，可有效防止置放座60过热，提高置放座60的耐用性。

[0015] 加压时，首先将钻具50固定在置放座上，在加加压调整块置于磨料层上，可以手动

向下按压加压杆24的自由端，带动加压主轴21竖直向下对球头31施压，也可以拆掉加压杆

21，采用压力机或加压气缸对加压主轴21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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