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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

艺方法，旨在提供一种对焦准确可靠，能量转换

效率的工艺方法。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

现：制备一个从四个方向夹紧和定位焊件的夹紧

装置；在激光熔焊系统数控台轨迹程序中，以夹

紧装置载物台四方体对角线上的一个圆弧过渡

角切点A设定数控机床坐标点的起始点，轨迹运

行单步运行程序沿角切点A的切线方向到圆弧过

渡端B点，根据数控机床坐标XY轴的值，计算出切

点A到圆弧过渡端B点的距离，再继续运行程序，

以圆弧过渡端B为起始点，以此类推，依次计算出

所有装置载物台四方体其它边长的距离和对角

上圆弧过渡段的距离，获得载物台四方体的周长

轨迹；然后按编程轨迹运行数控深熔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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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制备一个从四个方向夹紧和定

位焊件的夹紧装置(1)，根据工艺流程，采用连续编程的方式设计捕捉焊缝路径与实际焊缝

路径完全重合的路径跟踪程序和补偿程序；在激光熔焊系统数控台轨迹程序中，以夹紧装

置(1)载物台(6)四方体对角线上的一个圆弧过渡角切点A设定数控机床坐标点的起始点，

轨迹运行单步运行程序沿角切点A的切线方向到圆弧过渡端B点，根据数控机床坐标X、Y轴

的值，计算出切点A到圆弧过渡端B点的距离，再继续运行程序，以圆弧过渡端B为起始点，从

B点到圆弧过渡段端C点，根据X、Y轴的值计算出B点到C点圆弧过渡段的距离，然后再以C点

为起始点继续运行程序，计算AB相邻边的距离和对角上的圆弧过渡段的距离DE，以此类推，

依次计算出所有装置载物台(6)四方体其它边长的距离和对角上圆弧过渡段的距离FG和

HA，获得载物台(6)四方体的周长轨迹；然后设置熔焊参数，在夹紧装置(1)上夹紧焊件打

点，按编程轨迹运行数控深熔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夹紧装置(1)具有

一个制有十字限位槽(2)的载物台(6)和所述十字限位槽(2)中向十字交叉点移动夹紧焊件

的弓形夹(5)，用于焊件的安装定位和夹紧装置(1)。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十字限位槽()2

内固位端制有穿过载物台(6)载物台四周侧壁，朝向十字限位槽(2)，镙接所述弓形夹(5)底

端矩形滑块，驱动所述弓形夹(5)向十字限位槽(2)十字交叉点相向移动的丝杆(4)。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丝杆4设有两段不

同旋向、相同导程的螺纹；丝杆(4)与弓形夹(5)的滑块底端的矩形底座滑块中的螺母啮合

为一体，载物台(6)四个方向上的旋转丝杆(4)带动矩形滑块，相向朝向十字交叉点移动夹

紧焊件。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弓形夹(5)的顶端

横臂上制有通孔长条滑孔，垂向夹紧螺杆(3)通过通孔长条滑孔和套装的弹簧，利用垂向夹

紧螺杆(3)上夹紧头约束的弹簧产生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对不同尺寸、形状、结构的焊件

实现垂直方向压紧，避免在打点过程中焊件盖板发生翘曲。

6.如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焊

件放置在载物台(6)座体上平面后，手动旋转四周方向的丝杆(4)，通过带动与丝杆(4)相啮

合弓形夹(5)的矩形底座滑块做轴向运动，对焊件四面水平方向夹紧，然后旋转与矩形底座

滑块相连接的弓形支架，调节弓形支架顶端通孔长条滑孔内的垂向夹紧螺杆(3)，利用弹簧

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对焊件盖板垂直方向压紧，从而实现对焊件完全夹紧和定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熔焊前的工艺预

处理中，若焊件盖板与焊件腔体为过盈配合，用方形铜合金重块和(2)整平钢块，将焊件盖

板敲入腔体上焊件盖板装入的十字限位槽内，并将焊件盖板敲入后确保熔焊区域无损伤、

划痕等残留。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若焊件盖板与腔体

为间隙配合，且单边间隙的公差大于0.1mm，使用预置成型的金属颗粒进行填料，所填的料

与焊件盖板材料相同，若焊件盖板与腔体的表面粗糙度小于3.2，则会发生反射作用，从而

削弱激光到达熔焊位置的能量。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熔焊完毕后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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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件进行烘干，烘干温度和烘干时间由组件的特性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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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激光焊多见于薄壁零件的制造中，如进气道、波纹管、输油管道、变截面导管、异型

封闭件、T/R组件和微波组件。尤其是T/R组件，为了避免壳体内部的裸芯片和微波电路等与

空气接触，防止内部进入水汽及内部器件和电路等氧化，因此对其气密性能提出了越来越

高的要求。目前，这些组件的气密封装主要采用激光焊接(主要方法为：激光熔焊)工艺。激

光焊接是以激光作为能量载体的一种高能密度焊接方法。激光焊接是直接将激光束照射到

材料表面，通过激光与材料相互作用，使材料内部熔化实现焊接。激光焊接按其热学机制可

分为激光热传导焊接和激光熔焊。激光熔焊可以适应铝合金、可伐合金和铜合金等材料制

作的微波组件气密封装的工艺要求。激光焊接主要分为激光熔焊和激光钎焊两种，激光热

导焊所用激光功率密度较低(105～106W/cm2)，焊件吸收激光后，仅达到表面熔化，然后依

靠热传导向焊件内部传递热量形成熔池。这种焊接模式熔深浅，深宽比较小。激光熔焊激光

功率密度高(106～107W/cm2)，功率输入远大于热传导，焊件吸收激光后迅速熔化乃至气

化，熔化的金属在蒸汽压力作用下形成小孔激光束可直照孔底，使小孔不断延伸，直至小孔

内的蒸气压力与液体金属的表面张力和重力平衡为止。小孔随着激光束沿焊接方向移动

时，小孔前方熔化的金属绕过小孔流向后方，凝固后形成焊缝。这种焊接模式熔深大，深宽

比也大。在机械制造领域，除了那些微薄零件之外，一般选用深熔焊。激光熔焊的特点主要

有：非接触加工，不需对焊件加压和进行表面处理；焊点小、能量密度高、适合于高速加工；

短时间熔焊，既对外界无热影响，又对材料本身的热变形及热影响区小，尤其适合加工高熔

点、高硬度、特种材料；不需要填充金属、不需要真空环境(可在空气中直接进行)、不会像电

子束那样在空气中产生X射线的危险；与接触焊工艺相比.无电极、工具等的磨损消耗；无加

工噪音，对环境无污染；微小焊件也可加工。此外，还可通过透明材料的壁进行熔焊；可通过

光纤实现远距离、普通方法难以达到的部位、多路同时或分时熔焊；很容易改变激光输出焦

距及焊点位置；很容易搭载到自动机、机器人装置上；对带绝缘层的导体可直接进行熔焊，

对性能相差较大的异种金属也可熔焊。

[0003] 深熔焊，在深熔焊过程产生的金属蒸气和保护气体，在激光作用下发生电离，从而

在小孔内部和上方形成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对激光有吸收、折射和散射作用，因此一般来说

熔池上方的等离子体会削弱到达焊件的激光能量。并影响光束的聚焦效果、对焊接不利。影

响激光深熔焊的要素对激光深熔焊发生影响的要素包含：激光功率，激光束直径，资料吸收

率，焊接速度，维护气体，透镜焦长，焦点方位，激光束方位，焊接开始和停止点的激光功率

渐升、渐降操控。此外工艺方法不合理同样会导致熔焊质量不高，达不到气密封装要求。工

艺过程中所设计的各类工装夹具不合理同样也会造成严重后果。激光熔焊在其它细节方面

存在较多的问题(诸如：工艺流程、工装夹具的设计等)。激光熔焊存在的不足在于，焊件位

置需非常精确；焊件需使用夹治具时，必须确保焊件的最终位置需与激光束将冲击的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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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准；高反射性及高导热性材料如铝、铜及其合金等，焊接性会受激光所改变；当进行中能

量至高能量的激光束焊接时，需使用等离子控制器将熔池周围的离子化气体驱除，以确保

焊道的再出现；能量转换效率太低，通常低于10％；焊道快速凝固，可能有气孔及脆化的顾

虑。光熔焊存在的质量缺陷主要有：焊丝与激光不对焦，出现凸起、凹陷、漏焊、焊穿、跳丝及

焊缝不均匀等诸多问题，焊丝与激光不对焦为缺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焊接过程中，焊

接方案规划不合理和焊接参数设定不合理导致焊接变形，比如起弧、收弧处产生漏洞。又比

如在熔焊前的工艺处理方法中，若采用过盈配合的焊件盖板与腔体，需用专用工装将焊件

盖板轻轻敲入腔体上焊件盖板装入的十字限位槽2内，并且需确保熔焊区域无损伤、划痕等

残留；若焊件盖板与腔体为间隙配合，且单边间隙的公差大于0.1mm，此时可以使用预置成

型的金属颗粒进行填料，所填的料与焊件盖板材料相同。若焊件盖板与腔体的表面粗糙度

小于3.2，则会发生反射作用，从而削弱激光到达熔焊位置的能量，因此需确保熔焊区域的

表面粗糙度在6.3，而且还需选用与腔体装配后达到平面度公差为0.05mm以内的焊件盖板。

激光熔焊过程中还可能存在未焊满的现象。由于熔融金属过度流失(双层板激光叠焊，熔融

金属填充板件间隙，导致焊缝金属流失)或熔融金属填充量不足(激光填丝熔焊，焊接速度

过快，导致填丝量不足)而未能填满焊缝所形成缺陷。其次还存在气孔或针孔，液态金属吸

收空气中的氢(或金属表层存在低熔点镀层及油脂等在高温下汽化，气体分子引入焊缝熔

池中)使得焊缝凝固后产生气孔。再其次是激光熔焊过程中焊缝下塌，由于输入热量过大，

熔化金属过多而使液态金属向焊缝背面塌落，形成焊缝背面突起。并且还可能存在如下问

题，咬边，高能密度的激光将焊缝边缘的母材熔化后没有得到熔敷金属的充分补充，冷却后

形成的缺口，根部收缩沟，焊缝背面局部向内凹陷的部分，这种缺欠减小了焊缝有效厚度，

并常带有凹坑裂纹。未焊透，激光熔焊过程中，由于输出功率小或焊接速度过快，导致热量

输入小，焊接熔深浅，焊缝金属未到达试板根部的现象。缝烧穿，激光功率密度过大或填丝

时丝的热量过高，导致焊接板材直接被烧穿，未能形成有效连接的现象。

[0004] 为此，本发明一种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可以实现提高铝合金等的组件

激光熔焊质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提供一种对焦准确可靠，能量转换效率

与焊接激光集中度高，能够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

[0006]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工艺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制备一个从四个方向夹紧和定位焊件的夹紧装置1，根据工艺流程，采用连

续编程的方式设计捕捉焊缝路径与实际焊缝路径完全重合的路径跟踪程序和补偿程序；在

激光熔焊系统数控台轨迹程序中，以夹紧装置1载物台6四方体对角线上的一个圆弧过渡角

切点A设定数控机床坐标点的起始点，轨迹运行单步运行程序沿角切点A的切线方向到圆弧

过渡端B点，根据数控机床坐标X、Y轴的值，计算出切点A到圆弧过渡端B点的距离，再继续运

行程序，以圆弧过渡端B为起始点，从B点到圆弧过渡段端C点，根据X、Y轴的值计算出B点到C

点圆弧过渡段的距离，然后再以C点为起始点继续运行程序，计算AB相邻边的距离和对角上

的圆弧过渡段的距离DE，以此类推，依次计算出所有装置载物台6四方体其它边长的距离和

对角上圆弧过渡段的距离FG和HA，获得载物台6四方体的周长轨迹；然后设置熔焊参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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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紧装置1上夹紧焊件打点，按编程轨迹运行数控深熔焊。

[0007] 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优点：

本发明明采用连续编程的方式在程序中设计捕捉焊缝路径与实际焊缝路径完全重合

的路径跟踪程序和补偿程序；连续编程的方式代替了传统分段运行编程的方式，焊接方案

规划和焊接参数设定合理，确保了数控机器捕捉的焊缝路径与实际焊缝路径完全重合和焊

件位置的精确性，焊丝与激光对焦准确可靠，提高了能量转换效率；焊接激光集中度高，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如铝、铜及其合金等高反射性及高导热性，在焊接过程中不会导致焊接

变形，起弧、收弧处产生漏洞，减小了焊道快速凝固可能气孔及脆化的顾虑。不会出现凸起、

凹陷、漏焊、焊穿、跳丝及焊缝不均匀等诸多问题，。

[0008] 本发明利用夹紧装置1螺栓上弹簧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对不同尺寸、形状、结构的

模块焊件盖板实现垂直方向压紧，保证焊件盖板与模块十字限位槽2面紧密接触，避免在打

点过程中焊件盖板发生翘曲。应用激光熔焊工艺的工装夹具改进编程工艺，设计路径跟踪

补偿程序，从而可以应对具有不同设计特点的组件的熔焊，缩短了熔焊准备时间，确保了定

位准确和熔焊路径的准确，减少了水汽对组件的影响，并最终实现明显提高激光熔焊质量。

[0009] 本发明特别是用于铝合金、可伐合金以及铜合金等的激光熔焊工艺，能够显著提

高其激光熔焊的质量。

附图说明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并不因此将本发明限制在所述的实

施例范围之中。

[0011] 图1显示的是本发明实现提高激光熔焊质量的夹紧装置1的构造示意图。

[0012] 图2显示的是本发明的采用连续编程编程工艺的熔焊轨迹示意图。

[0013] 图3显示的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14] 图中：1夹紧装置，2十字限位槽，3垂向夹紧螺杆，4丝杆，5弓形夹，6载物台。

[0015] 下面通过结合附图和实施例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阅图1～图3。根据本发明，首先，制备一个从四个方向夹紧和定位焊件的夹紧装

置1，根据工艺流程，采用连续编程的方式设计捕捉焊缝路径与实际焊缝路径完全重合的路

径跟踪程序和补偿程序；在数控机床轨迹程序中，以夹紧装置1载物台6四方体对角线上的

一个圆弧过渡角切点A设定数控机床坐标点的起始点，轨迹运行单步运行程序沿角切点A的

切线方向到圆弧过渡端B点，根据数控机床坐标X、Y轴的值，计算出切点A到圆弧过渡端B点

的距离，再继续运行程序，以圆弧过渡端B为起始点，从B点到圆弧过渡段端C点，根据X、Y轴

的值计算出B点到C点圆弧过渡段的距离，然后再以C点为起始点继续运行程序，计算AB相邻

边的距离和对角上的圆弧过渡段的距离DE，以此类推，依次计算出所有装置载物台6四方体

其它边长的距离和对角上圆弧过渡段的距离FG和HA，获得载物台6四方体的周长轨迹；然后

设置熔焊参数，在夹紧装置1上夹紧焊件打点，按编程轨迹运行数控深熔焊。

[0017]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夹紧装置1具有一个制有十字限位槽2的载物台6和所述

十字限位槽2中向十字交叉点移动夹紧焊件的弓形夹5，用于焊件的安装定位和夹紧装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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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限位槽2内固位端制有穿过载物台6载物台四周侧壁，朝向十字限位槽2，镙接所述弓

形夹5底端矩形滑块，驱动所述弓形夹5向十字限位槽2十字交叉点相向移动的丝杆4。丝杆4

设有两段不同旋向、相同导程的螺纹。丝杆4与弓形夹5的滑块底端的矩形底座滑块中的螺

母啮合为一体，载物台6四个方向上的旋转丝杆4带动矩形滑块，相向朝向十字交叉点移动

夹紧焊件。弓形夹5的顶端横臂上制有通孔长条滑孔，垂向夹紧螺杆3通过通孔长条滑孔和

套装的弹簧，利用垂向夹紧螺杆3上夹紧头约束的弹簧产生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对不同尺

寸、形状、结构的焊件实现垂直方向压紧，避免在打点过程中焊件盖板发生翘曲。将焊件放

置在载物台6座体上平面后，手动旋转四周方向的丝杆4，通过带动与丝杆4相啮合弓形夹5

的矩形底座滑块做轴向运动，对焊件四面水平方向夹紧。然后旋转与矩形底座滑块相连接

的弓形支架，调节弓形支架顶端通孔长条滑孔内的垂向夹紧螺杆3，利用弹簧的作用力与反

作用力对焊件盖板垂直方向压紧，从而实现对焊件完全夹紧和定位。

[0018] 在熔焊前的工艺预处理中，若焊件盖板与焊件腔体为过盈配合，用方形铜合金重

块和2整平钢块，将焊件盖板轻轻敲入腔体上焊件盖板装入的十字限位槽内，并将焊件盖板

敲入后需确保熔焊区域无损伤、划痕等残留；若焊件盖板与腔体为间隙配合，且单边间隙的

公差大于0.1mm，此时可以使用预置成型的金属颗粒进行填料，所填的料与焊件盖板材料相

同，若焊件盖板与腔体的表面粗糙度小于3.2，则会发生反射作用，从而削弱激光到达熔焊

位置的能量，因此需确保熔焊区域的表面粗糙度在6.3，而且还需选用与腔体装配后达到平

面度公差为0.05mm以内的焊件盖板。

[0019] 最后，传统的烘干是在熔焊前完成的，而本发明的工艺方法要求在熔焊完毕后继

续对组件进行烘干，烘干温度和烘干时间由组件的特性而定。

[0020]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描述，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实例所描述的是

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

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比如可以结合具体的实现改变处理流程和处理顺序、可以选设识别

过程中的不同参数来实现本发明的技术方法。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

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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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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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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