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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规格回转窑托轮结构大致

相同，材质分为铸件和锻件两种，大

多为 ZG340~640 或 ZG35CrMo，现以

我公司生产的ϕ3.3m×50m 回转窑为

例简述托轮缺陷的修复工艺。

此回转窑的托轮材质为ZG340~
640 铸件，在粗车过程中有 1 件托轮

出现了夹渣、裂纹缺陷，为保证产品

质量，降低制造成本，我们对此件托

轮的缺陷进行了修复处理。

1 修复方案的选择

1.1 焊接性分析

ZG340～640铸钢件的化学成分

及机械性能见表1。
该材料含碳量高，抗裂性差，用

常规法补焊，在熔池及其周围由于温

差极大及温度突变，极易产生裂纹，

达不到补焊质量要求。

1.2 补焊修复用材料

（1）过渡层材料的选择

为了保证根部焊道热影响区的

补焊质量，考虑焊缝金属与母材的强

度、韧性与补焊层更好地结合，选用

A507奥氏体不锈钢焊条作为过渡层

材料，此焊条具有良好的抗裂和抗氧

化性能，可交直流两用，有良好的操

作工艺性能。

（2）补焊材料的选择

为了保证托轮的使用性能，焊接

材料宜选择等强或弱强高韧性材料，

焊补缺陷区的主体材料选用 J507碱

性低氢型焊条。该焊条直流反接，可

进行全位置焊接，具有优良的焊接工

艺性能，电弧稳定，飞溅少，易脱渣，

其熔融金属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和

抗裂性能，抗低温冲击韧性好。

两种焊条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

能见表2。
2 焊接修复工艺

2.1 焊前准备

焊接前用烘干箱将焊条预先烘

干，J507焊条烘干350℃×1h，A507焊

条烘干 280℃×1h，烘干后放在 100~
150℃恒温箱中保温，随用随取。

2.2 托轮清理与检测

在焊接前先对托轮进行清理和

探伤，对托轮的缺陷部位进行人工清

理，清理后再用煤油进行清洗，然后

经风干处理后进行探伤。

探伤的主要内容是超声波和磁

粉探伤，超声波探伤是对托轮的外表

面进行检测，以检测其内部的缺陷情

况，如有缺陷，清理后处理。磁粉探

伤是对托轮所有的内、外表面进行检

查。

2.3 缺陷的处理

此托轮缺陷有两处，一处为托轮

内孔夹渣，深入到工艺孔，此处采用

单面U型坡口，背部加垫板的形式进

行焊接，以减小焊接量，保证焊接质

量，见图1a。
另一处缺陷为托轮外圆表面裂

纹，深度较浅，此处将缺陷清理后，边

缘修磨成与 U 形坡口侧面相近的角

度，并平滑过渡，然后进行焊接，见图

1b。
开坡口时采用碳弧气刨，成型后

的坡口必须清除所有缺陷，最后用抛

光砂轮对坡口表面进行打磨修整，达

到施焊条件。

2.4 焊接参数的选择

（1）由于托轮材质为 ZG340~
640，外形为厚壁大刚度构件，为防止

在焊接过程中产生裂纹，施焊前必须

进行预热，而且焊接过程中要对焊接

温度进行严格控制，补焊后还需进行

热处理，以消除焊接残余应力。

（2）焊接参数。补焊材料采用ϕ
4.0mmJ507碱性低氢焊条，堆焊打底

采用ϕ3.2mm不锈钢A507焊条，焊接

参数见表3。
（3）焊后热处理工艺曲线见图

2，每小时升温不大于 50℃，升至

550~600℃，保温8h，冷却时每小时降

温不得大于 100℃，200℃以下可出

炉。

3 焊接

焊接前先将缺陷部位全部清理

干净，然后进行缺陷部位的焊接。

3.1 托轮缺陷处的焊接

首先将托轮缺陷处按图 1 所示

表1 ZG340~640铸钢件的化学成分及机械性能

化学成分，%
C

0.60
Si

0.50
Mn
0.90

S
0.04

P
0.04

Ni
0.30

Cr
0.35

Cu
0.30

Mo
0.2

V
0.05

力学性能

σb，MPa
640

σs,MPa
340

δ5,%
10

Ψ,%
18

Akv,J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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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坡口，并清理干净，探伤无缺陷

后进行补焊，补焊时采用 A507 焊条

进行打底，用 J507焊条填平。

3.2 焊接注意事项

（1）焊接电流尽量选用电流下

限，实际操作中ϕ3.2mm 焊条取 I=
90A，ϕ4.0mm焊条取 I=120A。

（2）采用短弧法进行焊接，打底

焊及与母材熔合焊时采用窄道不摆

条焊法进行焊接，减小熔合比，降低

焊缝中含碳量，减小裂纹倾向，收弧

时注意填满弧坑。

（3）焊接时各层的每道焊缝应用

小手锤进行锤击以减少焊接应力。

（4）焊接后坡口边缘处焊缝与

内、外表面必须平滑过渡，不许有表

面缺陷。

（5）焊接时每层焊缝的高度不宜

过大，以不超过3mm为宜。

4 质量检查

焊接过程中，每焊完一道后要清

渣及锤击，用放大镜进行观察，及时

发现缺陷并处理，焊后对焊缝进行超

声波检查，要求无裂纹。

5 焊后热处理及加工

由于托轮内孔补焊面积较大，焊

后要进行热处理以消除焊接应力。

在加工过程中，找正要合理、精确，由

于补焊处硬度较高，所以在加工时要

注意控制进刀量以防刀具损坏，如在

加工过程中发现个别区域焊缝加工

余量不够，可再进行补焊，补焊的要

求与初次补焊相同，补焊完后再进行

加工。

6 结论

采用上述补焊工艺，成功地对ϕ
3.3m×50m回转窑一件有严重缺陷的

托轮进行了修复，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没有因为缺陷修复问题影响托轮

的使用，不但为公司节省了大量的原

材料费用，而且保证了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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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焊接参数

焊条类型

A507
J507

直径，mm
ϕ3.2
ϕ4

焊接电流，A
80~110

110~210

电源类型

直流

直流

极性

反

反

b

a

图1 补焊坡口示意图

时间，h
8h

550-600℃

<
50℃

/h < 100℃ /h
温

度
， ℃

图2 热处理工艺曲线

表2 熔敷金属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

焊条

A507
J507

化学成分，%
C

≤0.12
≤0.12

Mn
0.5~2.5
≤1.60

Si
≤0.90
≤0.75

S
≤0.03
≤0.035

P
≤0.035
≤0.04

Ni
22~27.5
≤0.03

Cr
14~18
≤0.02

Mo
5.0~7.0
≤0.03

力学性能

σb,MPa
≥610
≥490

δ5,MPa
≥3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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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切削参数的选择

（1）切削速度

提高切削速度有利于降低切削

力，但切削速度过大易使细长轴在离

心力下产生弯曲，破坏切削过程平

稳。因此，在加工时，粗加工切削速

度范围取 40~50m/min，精加工切削

速度范围取50~60m/min。
（2）切削深度

随着切削深度增大，切削力及切

削热随之增加，引起轴受力变形增

大。在加工时，粗加工切削深度取

2~6mm，精加工切削深度取 0.05~
0.3mm。

（3）进给量

进给量增大会使切削厚度增加，

切削力大，精加工时切削深度小，采

用大进给量会提高零件表面质量，粗

加工进给量取 0.3~0.35mm/r，精加工

进给量取1~3mm/r。
2.8 切削液的使用

在切削加工中，合理使用切削

液，可以改善切削时工件与刀具间的

摩擦状况，降低切削力和切削温度，

延长刀具使用寿命，并能减少工件的

热变形，从而提高加工精度。车削细

长轴时我们采用普通乳化液进行连

续的、充分的浇注，粗车时主要达到

冷却、降低切削温度的目的，精车时

则能提高润滑性能，有利于切削过程

顺利进行。

3 加工的实际效果

以上是我们在主轴加工过程中，

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的加工方法。

从用户现场反馈的信息看，采取上述

工艺方法加工选粉机主轴，装配过程

容易，运行状况稳定，运行过程振动

小，噪音低，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取

得了很好的使用效果。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