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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

接方法，属于焊接工艺技术领域。本发明针对由

Q370qD的基层和316L不锈钢的复层复合而成的

不锈钢复合板，根据焊接坡口采用实心气体保护

焊或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打底和双细丝埋弧自

动焊填充的方法焊接基层，再采用药芯气体保护

焊焊接过渡层并进行盖面，能显著提高桥梁用不

锈钢复合板的焊接接头质量，具有优良的焊接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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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不锈钢复合板由Q370qD的基层

和316L不锈钢的复层复合而成，所述不锈钢复合板采用双Y型或V型的焊接坡口；所述焊接

方法如下：

当焊接坡口为双Y型时，先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打底和双细丝埋弧自动焊填充的方法

焊接基层，然后采用药芯气体保护焊焊接过渡层并进行盖面；

当焊接坡口为V型时，先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焊接基层，然后采用药芯气体保护焊焊接

过渡层并进行盖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适用基层的厚度为

38±3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不锈钢复合板，

当焊接坡口为双Y型时，坡口角度为35±5°，钝边尺寸为2±1mm；当焊接坡口为V型时，坡口

角度为40±5°，坡口间隙为5±1m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当焊接坡口为双Y型

时，基层焊接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打底和双细丝埋弧自动焊填充的方法：实心气体保护焊

采用ER50-6(ф1.2)焊丝焊接，电流强度为240～260A，电弧电压为30～32V，焊接速度为22

～23m/h；双细丝埋弧自动焊采用H08Mn2E(ф2.0)焊丝配SJ101q  焊剂焊接，电流强度为520

～700A，电弧电压为33～36V，焊接速度为25～33m/h；药芯气体保护焊焊接过渡层时采用

GFS-309L(ф1.2)药芯焊丝，电流强度为160～180A，电弧电压为24～26V，焊接速度为20～

30m/h；焊接盖面时采用GFS-316L(ф1.2)药芯焊丝，电流强度为160～180A，电弧电压为24

～26V，焊接速度为27～31m/h。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当焊接坡口为V型

时，基层焊接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实心气体保护焊采用ER50-6(ф1.2)焊丝焊接，电流强

度为220～280A，电弧电压为32V，焊接速度为8.9～21m/h；药芯气体保护焊焊接过渡层时采

用GFS-309L(ф1.2)药芯焊丝，电流强度为160A，电弧电压为28V，焊接速度为21～22m/h；焊

接盖面时采用GFS-316L(ф1.2)药芯焊丝，电流强度为160A，电弧电压为28V，焊接速度为22

～32m/h。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焊前预热温度为60

℃，道间温度为60～160℃，反面焊接前进行清根处理。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实心气体保护

焊和药芯气体保护焊均采用CO2气体保护，CO2气体纯度大于99.5%，流量为15～20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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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焊接工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不锈钢复合钢板作为一种资源节约型产品，可减少贵重金属的消耗，大幅度降低

工程造价，实现低成本和高性能的完美结合，充分发挥两种材料特性优势，既具有不锈钢耐

腐蚀、清洁性、抗磁性和长寿命等特性，又具有碳钢良好的可焊性、成型性、拉延性、导热性

以及高强度特性，是一种多功能材料。为了保证不锈钢复合板不因焊接而失去原有的综合

性能，须设计一种合适的焊接工艺，保证焊接接头的各种性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工艺，提高桥梁用不锈钢复合

板的焊接接头质量，使具有优良的焊接性能，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焊工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效

率。

[0004] 本发明具体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桥梁用不锈钢复合板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不锈钢复合板由Q370qD的基

层和316L不锈钢的复层复合而成，所述不锈钢复合板采用双Y型或V型的焊接坡口；所述焊

接方法如下：

[0006] 当焊接坡口为双Y型时，先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打底和双细丝埋弧自动焊填充的

方法焊接基层，然后采用药芯气体保护焊焊接过渡层并进行盖面；

[0007] 当焊接坡口为V型时，先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焊接基层，然后采用药芯气体保护焊

焊接过渡层并进行盖面。

[0008] 本发明针对由Q370qD的基层和316L不锈钢的复层复合而成的不锈钢复合板，根据

焊接坡口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或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打底和双细丝埋弧自动焊填充的方

法焊接基层，再采用药芯气体保护焊焊接过渡层并进行盖面，能显著提高桥梁用不锈钢复

合板的焊接接头质量，具有优良的焊接性能。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双Y型焊接坡口示意图；

[0010] 图2是V型焊接坡口示意图；

[0011] 图3是双Y型焊接坡口焊接示意图；

[0012] 图4是V型焊接坡口焊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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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4] 本发明执行GB/T  8165标准，板材力学性能指标和工艺性能指标要求分别见表1和

表2；

[0015] 表1力学性能指标

[0016]

[0017] 表2工艺性能指标

[0018]

[0019] 本发明采用的不锈钢复合板由Q370qD的基层和S31603不锈钢的复层复合而成，其

中基层厚度为36mm，复层厚度为3mm；对其进行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检测，并绘制得到表3-1

和表3-2；

[0020] 表3-1实物力学性能

[0021]

[0022] 表3-2实物工艺性能

[0023]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不锈钢复合板采用双Y型焊接坡口，并记编号为NFD1，其中坡口角度为35°，

钝边尺寸为2mm，在温度为6℃、湿度为36％条件下进行平位对焊。焊前预热温度为60℃，焊

时基层焊接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打底和双细丝埋弧自动焊填充的方法；实心气体保护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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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R50-6(ф1.2mm)焊丝焊接；双细丝埋弧自动焊采用H08Mn2E(ф2.0mm)焊丝配SJ101q焊

剂焊接；再采用药芯气体保护焊焊接过渡层并进行盖面，焊接过渡层时采用GFS-309L(ф

1.2mm)药芯焊丝，焊接盖面时采用GFS-316L(ф1.2mm)药芯焊丝；实心气体保护焊和药芯气

体保护焊均采用CO2气体保护，CO2气体纯度大于99.5％，流量为15～20L/min。且反面焊接前

进行清根处理，具体焊接参数见表4并结合图3。

[0026] 表4对接接头施焊状况

[0027]

[0028] 注：焊接方法标注中，123表示双丝埋弧自动焊；135表示实心焊丝CO2气体保护焊；

136表示药芯焊丝CO2气体保护焊。

[0029] 焊接完成后，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的测试结果见表5-1～表7-1。

[0030] 表5-1接头拉伸和弯曲试验结果

[0031]

[0032] 表6-1接头低温冲击试验结果(J)

[0033]

[0034] 表7-1接头硬度试验结果(H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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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实施例2

[0037] 如图2，不锈钢复合板采用V型焊接坡口，并记编号为PN3，其中坡口角度为40°，坡

口间隙为5mm，在温度为17℃、湿度为26％且背面衬陶质衬垫的条件下进行平位对焊。焊前

预热温度为60℃，焊时基层焊接采用实心气体保护焊；实心气体保护焊采用ER50-6(ф

1.2mm)焊丝焊接；再采用药芯气体保护焊焊接过渡层并进行盖面，焊接过渡层时采用GFS-

309L(ф1.2mm)药芯焊丝，焊接盖面时采用GFS-316L(ф1.2mm)药芯焊丝；实心气体保护焊

和药芯气体保护焊均采用CO2气体保护，CO2气体纯度大于99.5％，流量为15～20L/min。且反

面焊接前进行清根处理，具体焊接参数见表5并结合图4。

[0038] 表5对接接头施焊状况

[0039]

[0040] 注：焊接方法标注中，123表示双丝埋弧自动焊；135表示实心焊丝CO2气体保护焊；

136表示药芯焊丝CO2气体保护焊。

[0041] 焊接完成后，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的测试结果见表5-2～表7-2。

[0042] 表5-2接头拉伸和弯曲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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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表6-2接头低温冲击试验结果(J)

[0045]

[0046] 表7-2接头硬度试验结果(HV10)

[0047]

[0048] (3+36)mm厚度的S31603+Q370D轧制不锈钢复合钢板焊接后，经对焊接接头进行拉

伸、弯曲、冲击、落锤等检验后，各项性能均合格，相比基层和复层，具有更优良的力学性能

和工艺性能，在焊后24小时对接头进行超声波探伤，按照NB/T  47013.3标准，探伤检测结果

达到I级要求。焊接接头的宏观形貌表现为复合钢板焊接接头结合良好，熔合线及基层、过

渡层及覆层之间未发现空洞、裂纹等缺陷，复合钢板焊接质量良好。

[0049] 对焊接接头的复层进行硫酸-硫酸铜晶间腐蚀试验。焊接接头不需要进行敏化处

理，直接进行晶间腐蚀试验。试样经晶间腐蚀试验后，焊缝及熔合线位置清晰，母材基本未

腐蚀。

[0050] 对焊接接头进行王水晶间腐蚀试验，并对晶间腐蚀前后的焊接接头进行微观探

测。由结果可见，晶间腐蚀前焊缝和母材界面清晰，母材奥氏体组织隐约可见，焊缝被明显

侵蚀出来，为奥氏体+高温铁素体组织。晶间腐蚀后母材未见侵蚀，焊缝及热影响区组织可

见，与晶间腐蚀前试样组织类似。可见，晶间腐蚀前后焊接接头组织未发生变化，焊接接头

具有良好的抗晶间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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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因此，该桥梁用不锈钢复合钢板具有优良的焊接性能。

[0052] 上述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

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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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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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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