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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

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

在焊接板材为Q420高强度钢厚板的焊接处加工X

型焊接坡口，然后对X型焊接坡口面的氧化层及X

型焊接坡口周围20‑30mm范围内的杂质进行清

理；步骤2，通过半自动式CO2气体保护焊在X型焊

接坡口处进行定位焊缝的焊接；步骤3，在X型焊

接坡口的两端分别安装引弧板和熄弧板，其中引

弧板和熄弧板的材质、厚度、坡口参数与焊接板

材的相同；步骤4，将电极对中焊接坡口中心，调

节焊枪角度和距离；步骤5，匹配合适的焊接参数

先焊接正面焊缝，正面坡口焊接完成后，再对背

面焊缝进行填充。本发明能够在保证焊接质量的

情况下，无需预热及焊后热处理，减少焊道数目，

提高焊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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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在焊接板材为Q420高强度钢厚板的焊接处加工X型焊接坡口，其中X型焊接坡口

的相应参数分别为：正面坡口的角度为55°～65°，背面坡口的角度为65°～75°，背面坡口的

深度为板厚的1/3，钝边为9～11mm，根部间隙为0‑1mm；加工好后，对X型焊接坡口面的氧化

层及X型焊接坡口周围20‑30mm范围内的杂质进行清理；

步骤2，通过半自动式CO2气体保护焊在X型焊接坡口处进行定位焊缝的焊接，其中：定

位焊缝的厚度为4‑5mm，定位焊缝的长度为50‑60mm，焊缝间距为400‑500mm；

步骤3，在X型焊接坡口的两端分别安装引弧板和熄弧板，其中引弧板和熄弧板的材质、

厚度、坡口参数与焊接板材的相同；

步骤4，将前焊丝、后焊丝对中焊接坡口中心，调节焊枪角度和距离，使前丝电极前倾

0°，前丝导电嘴到工件距离35mm；后丝电极后倾17°‑23°，后丝导电嘴到工件距离40mm；前丝

电极与后丝电极间距30‑35mm；

步骤5，先焊接正面焊缝，正面坡口焊接完成后，再对背面焊缝进行填充；其中，焊接参

数为：

正面打底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50‑670A，前丝焊接电压为32‑34V，前丝焊接速

度为65‑70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600‑620A，后丝焊接电压为36‑38V，后丝焊接速度为65‑

70cm/min；

正面填充及盖面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70‑680A，前丝焊接电压为31‑33V，前丝

焊接速度为65‑70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560‑580A，后丝焊接电压为37‑39V，后丝焊接速

度为65‑70cm/min；

背面打底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950‑970A，前丝焊接电压为32‑34V，前丝焊接速

度为62‑68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620‑640A，后丝焊接电压为36‑38V，后丝焊接速度为62‑

68cm/min；

背面填充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50‑670A，前丝焊接电压为32‑34V，前丝焊接速

度为70‑75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560‑580A，后丝焊接电压为36‑38V，后丝焊接速度为70‑

75cm/min；

背面盖面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40‑660A，前丝焊接电压为31‑33V，前丝焊接速度为

65‑70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550‑570A，后丝焊接电压为34‑36V，后丝焊接速度为65‑

70cm/min；

步骤6，焊接结束待焊缝冷却后，切除焊缝两端引弧板、熄弧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4中，后丝电极后倾20°；前丝电极与后丝电极间距35mm；焊丝伸出导电嘴长度为35‑45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5中，进行焊接时，所采用的焊丝符合GB/T  12470中H08MnMoA型号的规定要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5中，采用双电源、双电极进行焊接，其中前丝采用直流电源焊接，后丝采用交流电源焊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5中，对背面焊缝进行焊接前，先采用碳弧气刨配合机械打磨的方式对坡口根部进行清理，

将根部未焊透、未熔合、熔渣缺陷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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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权利要求1所述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其特征在于，焊接

过程中道间温度100‑230℃，且在焊接时各焊道接头需错开50m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2及步骤3中，进行焊接时，所采用的药芯焊丝型号为GB/T  17493‑2008E551T1‑X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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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强度钢焊接工艺，适用于建筑、隧道钢结构焊接等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Q420高强度钢是一种屈服强度级别大于等于420MPa的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已经

被应用于桥梁建筑的钢箱梁结构、桁架结构，隧道建筑的钢壳结构等。

[0003] 在Q420高强度钢的拼板焊接中，一般采用半自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单丝埋弧

焊的焊接方式，然而这些焊接方式焊接热输入较低，而且单道焊缝焊接填充量有限，对于

40mm的Q420高强度钢厚板而言通常需要进行多层多道焊，道间还要进行严格的清渣工作，

以避免焊缝内部出现夹渣，严重阻碍了焊接效率的提高。而且Q420高强度钢厚板在焊接过

程中，由于拘束度较大，Q420高强度钢厚板散热较快且冷却速度大，容易在焊接接头中形成

冷裂纹，因此通常需要进行焊前预热的工艺措施，而该进行焊前预热的工艺过程需要消耗

大量工时及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

工艺，能够在保证焊接质量的情况下，无需预热及焊后热处理，减少焊道数目，提高焊接效

率。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1，在焊接板材为Q420高强度钢厚板的焊接处加工X型焊接坡口，其中X型焊接

坡口的相应参数分别为：正面坡口的角度为55°～65°，背面坡口的角度为65°～75°，背面坡

口的深度为板厚的1/3，钝边为9～11mm，根部间隙为0‑1mm；加工好后，对X型焊接坡口面的

氧化层及X型焊接坡口周围20‑30mm范围内的杂质进行清理；

[0008] 步骤2，通过半自动式CO2气体保护焊在X型焊接坡口处进行定位焊缝的焊接，其

中：定位焊缝的厚度为4‑5mm，定位焊缝的长度为50‑60mm，焊缝间距为400‑500mm；

[0009] 步骤3，在X型焊接坡口的两端分别安装引弧板和熄弧板，其中引弧板和熄弧板的

材质、厚度、坡口参数与焊接板材的相同；

[0010] 步骤4，将前焊丝、后焊丝对中焊接坡口中心，调节焊枪角度和距离，使前丝电极前

倾0°，前丝导电嘴到工件距离35mm；后丝电极后倾17°‑23°，后丝导电嘴到工件距离40mm；前

丝电极与后丝电极间距30‑35mm；

[0011] 步骤5，先焊接正面焊缝，正面坡口焊接完成后，再对背面焊缝进行填充；其中，焊

接参数为：

[0012] 正面打底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50‑670A，前丝焊接电压为32‑34V，前丝焊

接速度为65‑70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600‑620A，后丝焊接电压为36‑38V，后丝焊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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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5‑70cm/min；

[0013] 正面填充及盖面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70‑680A，前丝焊接电压为31‑33V，

前丝焊接速度为65‑70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560‑580A，后丝焊接电压为37‑39V，后丝焊

接速度为65‑70cm/min；

[0014] 背面打底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950‑970A，前丝焊接电压为32‑34V，前丝焊

接速度为62‑68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620‑640A，后丝焊接电压为36‑38V，后丝焊接速度

为62‑68cm/min；

[0015] 背面填充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50‑670A，前丝焊接电压为32‑34V，前丝焊

接速度为70‑75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560‑580A，后丝焊接电压为36‑38V，后丝焊接速度

为70‑75cm/min；

[0016] 背面盖面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40‑660A，前丝焊接电压为31‑33V，前丝焊接速

度为65‑70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550‑570A，后丝焊接电压为34‑36V，后丝焊接速度为65‑

70cm/min；

[0017] 步骤6，焊接结束待焊缝冷却后，切除焊缝两端引弧板、熄弧板。

[0018] 进一步，步骤4中，后丝电极后倾20°；前丝电极与后丝电极间距35mm；焊丝伸出导

电嘴长度为35‑45mm。

[0019] 进一步，步骤5中，进行焊接时，所采用的焊丝符合GB/T  12470中H08MnMoA型号的

规定要求。

[0020] 进一步，步骤5中，采用双电源、双电极进行焊接，其中前丝采用直流电源焊接，后

丝采用交流电源焊接。

[0021] 进一步，步骤5中，对背面焊缝进行焊接前，先采用碳弧气刨配合机械打磨的方式

对坡口根部进行清理，将根部未焊透、未熔合、熔渣缺陷清除。

[0022] 进一步，焊接过程中道间温度100‑230℃，且在焊接时各焊道接头需错开50mm

[0023] 进一步，步骤2及步骤3中，进行焊接时，所采用的药芯焊丝型号为GB/T  17493‑

2008E551T1‑X  CX。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通过焊接节点的设计，严格进行钢

材装配和定位焊、调节合适的焊枪角度和间距、选择合适的焊接材料并搭配合适的焊接工

艺参数进行完成Q420高强钢的焊接，能够在保证焊接质量的情况下，无需预热及焊后热处

理，减少焊道数目，提高焊接效率。

附图说明

[002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6] 图1为Q420高强度钢厚板的焊接坡口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Q420高强度钢厚板焊接前清理区域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Q420高强度钢厚板进行装配及定位焊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Q420焊接电极的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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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5为焊道布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2] 本发明实施方式公开了一种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焊接工艺，主要

应用于厚度为38‑40mm的Q420高强度钢厚板，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3] 步骤1，在焊接板材为Q420高强度钢厚板的焊接处加工X型焊接坡口，具体参见图

1，其中X型焊接坡口的相应参数分别为：正面坡口的角度为55°～65°，背面坡口的角度为

65°～75°，背面坡口的深度为板厚的1/3，钝边为9～11mm，根部间隙为0‑1mm；加工好后，对X

型焊接坡口面的氧化层及X型焊接坡口周围20‑30mm范围内的杂质进行清理，具体参见图2；

[0034] 其中，X型焊接坡口周围20‑30mm范围内的杂质，包括铁锈、水分、油污或其他杂质

等，其中，氧化层、铁锈的杂质可以采用机械打磨方式清理，水分、油污的杂质可以采用火焰

烘烤去除，以避免杂质进入焊缝区域会降低焊缝金属的抗裂性，其中，水分、油污的杂质可

采用火焰烘烤去除，氧化层、铁锈的杂质采用机械打磨方式清理。

[0035] 其中，正面坡口的角度设置利于保证焊接过程中熔渣的析出，易于敲渣成型良好，

背部由于采用碳弧气刨，坡口深度增加，为避免碳刨后坡口过小采用大坡口角度，保证根部

焊道成型。本发明为双丝埋弧焊，焊接熔深较大，为保证不焊穿钢板，因此采用钝边为9～

11mm，根部间隙为0‑1mm，同时，坡口设计可以有效减少坡口截面积，减少焊道数目，提升焊

接工效。

[0036] 步骤2，如图3所示，通过半自动式CO2气体保护焊在X型焊接坡口处进行定位焊缝

的焊接，其中：定位焊缝的厚度为4‑5mm，定位焊缝的长度为50‑60mm，焊缝间距为400‑

500mm，厚度约为母材1/3厚度；定位焊完成后，清理定位焊缝的表面焊渣，并检查定位焊缝

表面，以保证其表面无焊接缺陷；

[0037] 具体的，进行焊接时，根据钢材的强度级别选用强度匹配的焊丝，因此本步骤中所

采用的焊丝符合GB/T  12470中H08MnMoA型号的规定要求。

[0038] 具体的，步骤2中，所采用的焊丝为现代SC‑81K2H的药芯焊丝，直径规格为1.2mm。

当然，本发明所采用的焊接材料并不限于现代SC‑81K2H的药芯焊丝。

[0039] 具体的，步骤2中，定位焊缝长为50‑60mm且焊缝间距为400‑500mm，厚度约为母材

1/3厚度。当定位焊厚度小于板厚1/3时，定位焊点难以提供足够拘束应力，在焊接过程中，

容易出现应力作用下，定位焊点断裂失效；同时，当定位焊厚度远大于1/3时，对于后续焊接

不利，需要花大量工时进行打磨。针对于38‑40mm厚的Q420高强度钢厚板，当定焊缝长度小

于30mm时，由于焊接距离过短，焊缝质量难以保证；当焊缝长度过长时，定位焊焊接作业量

增大，不利于高效焊接；为保证焊缝有足够的定位焊点可以提供足够的拘束力，焊缝间距不

能太大，同时为避免过多定位焊点延迟后续埋弧焊接难度。

[0040] 步骤3，在X型焊接坡口的两端分别安装引弧板和熄弧板，其中引弧板和熄弧板的

材质、厚度、坡口参数与焊接板材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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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具体的，进行焊接时，所采用的药芯焊丝型号为GB/T  17493‑2008E551T1‑X  CX。

[0042] 本发明实施方式中，引弧板、熄弧板也均为Q420高强度钢厚板，其厚度、坡口尺寸

均与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焊接板材相同，能够有效保证正式焊缝焊接过程的稳定性，避免

在正式焊缝始端和终端形成焊接缺陷。

[0043] 步骤4，将前焊丝、后焊丝对中焊接坡口中心，调节焊枪角度和距离，具体参见图4，

使前丝电极前倾0°，前丝导电嘴到工件距离35mm；后丝电极后倾17°‑23°，后丝导电嘴到工

件距离40mm；前丝电极与后丝电极间距30‑35mm；

[0044] 其中，为保证最大熔深，前丝电极垂直于工件，同时，经试验发现，后丝后倾20°时，

焊缝成型良好；导电嘴与工件距离过长，焊丝易偏离焊缝中心线，导电嘴与工件距离过短，

焊接过程中易被烧损。前丝电极与后丝电极共享一个焊接熔池，当距离小于20mm，两个电极

会共同搅动熔池，恶化焊接接头，当距离大于50mm，前丝后丝双熔池，焊缝金属凝固后又进

行二次焊接，接头性能和成型都变差。采用以上焊接参数可以有效保证焊接质量。

[0045] 具体的，步骤4中，当后丝电极后倾20°，前丝电极与后丝电极间距35mm，焊丝伸出

长度35‑45mm时，焊接效果较佳。

[0046] 步骤5，先焊接正面焊缝，正面坡口焊接完成后，再对背面焊缝进行填充；其中，对

背面焊缝进行焊接前，先采用碳弧气刨配合机械打磨的方式对坡口根部进行清理，将根部

未焊透、未熔合、熔渣缺陷清除。

[0047] 进行焊接时，焊接参数如下表所示：

[0048]

[0049]

[0050] 从上表可以看出：

[0051] 正面打底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50‑670A，前丝焊接电压为32‑34V，前丝焊

接速度为65‑70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600‑620A，后丝焊接电压为36‑38V，后丝焊接速度

为65‑70cm/min；

[0052] 正面填充及盖面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70‑680A，前丝焊接电压为31‑33V，

前丝焊接速度为65‑70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560‑580A，后丝焊接电压为37‑39V，后丝焊

接速度为65‑70c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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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背面打底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950‑970A，前丝焊接电压为32‑34V，前丝焊

接速度为62‑68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620‑640A，后丝焊接电压为36‑38V，后丝焊接速度

为62‑68cm/min；

[0054] 背面填充焊道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50‑670A，前丝焊接电压为32‑34V，前丝焊

接速度为70‑75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560‑580A，后丝焊接电压为36‑38V，后丝焊接速度

为70‑75cm/min；

[0055] 背面盖面焊接时，前丝焊接电流为640‑660A，前丝焊接电压为31‑33V，前丝焊接速

度为65‑70cm/min；后丝焊接电流为550‑570A，后丝焊接电压为34‑36V，后丝焊接速度为65‑

70cm/min。

[0056] 本发明实施方式中，具体的，采用林肯PREMIER  WELD  Ni1K作为焊丝、PREMIER 

WELDBF‑40H作为焊剂进行焊接。并且在焊接之前，需要将焊剂放置于350℃环境下烘焙1h，

以保证焊剂的干燥。

[0057] 在进行背面焊缝的填充时，焊道顺序如图5所示。

[0058] 本发明实施方式中，采用双电源、双电极进行焊接，其中前丝采用直流电源焊接，

后丝采用交流电源焊接，直流电源熔深大，可以有效焊透工件，后丝交流保证焊缝成型。

[0059] 步骤6，焊接结束待焊缝冷却后，切除焊缝两端引弧板、熄弧板。

[0060] 在焊接过程中，道间温度保持在100℃‑230℃之间，每道焊缝焊接结束后进行清

渣，以保证焊接质量，且在焊接时各焊道接头需错开50mm，避免接头处缺陷叠加、应力集中、

焊道过高。道间温度若高于230℃，焊接接头受热严重，会直接影响其力学性能，造成强度降

低、韧性降低；而道间温度在100℃‑230℃之间，属于试验记录的温度区间，数据较为准确。

[0061] 试验检测

[0062] 焊接完成24h后，对本发明实施方式焊接后的焊接接头进行磁粉检测，结果为：焊

缝表面无缺陷，满足GB/T  26952‑2011的2X要求；对焊接接头进行超声波检测，结果为：焊缝

内部无缺陷，满足GB/T  29712‑2013的2级要求。

[0063] 对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焊接接头进行力学性能检测，其焊接接头抗拉强度检测结

果、焊接接头弯曲试验检测结果、焊接接头冲击韧性检测结果分别如下表所示：

[0064] 进行无损检测和力学性能测试试验，结果为：对焊接接头进行磁粉检测，焊缝表面

无缺陷，满足GB/T  26952‑2011的2X要求；对焊接接头进行超声波检测，焊缝内部无缺陷，满

足GB/T  29712‑2013的2级要求。其中，焊接接头抗拉强度检测结果、焊接接头弯曲试验检测

结果、焊接接头冲击韧性检测结果分别如下所示：

[0065] 焊接接头拉抗拉强度检测结果

[0066]

[0067]

[0068] 焊接接头弯曲试验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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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焊接接头冲击韧性检测结果

[0071]

[0072] 其中，上述表格中，WM表示焊缝中心位置，FL表示熔合线位置，FL+2表示距离熔合

线2mm的热影响区位置，FL+5表示距离熔合线5mm的热影响区位置；面部为距离试样表面2mm

处。

[0073]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Q420高强度钢厚板不预热双丝埋弧焊后的焊接接头力学性

能满足GB/T  19869.1‑2005《钢、镍及镍合金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规范要求，焊接工艺评定

获得监理工程师认可。

[0074]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焊接节点的设计，严格进行钢材装配和定位焊、调节合适的

焊枪角度和间距、选择合适的焊接材料并搭配合适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完成Q420高强钢的

焊接，能够在保证焊接质量的情况下，无需预热及焊后热处理，减少焊道数目，提高焊接效

率。

[007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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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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