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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

合金机器人用焊丝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

合金机器人用焊丝的制备方法，涉及焊丝制造领

域。基体选用纯铝或铝合金盘条，表面经前处理+

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后处理。电化学镀

Zn+Cu/Re复合涂层起到了降低焊接烟尘，提高焊

丝抗气孔性，增加固体润滑的作用，同时填补焊

丝基体表面凹坑，提高了焊丝导电性和表面质

量，Zn+Cu/Re复合涂层结合力和强度高，不存在

铝或铜削剥落现象，致密性好，抗锈性好，耐磨

损，Zn可降低焊接烟尘和飞溅，Re可细化镀层结

晶，降低空隙率，同时加强熔池搅拌，净化熔池，

细化晶粒，彻底杜绝焊缝表面和内部气孔，提高

焊丝抗气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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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基体选用纯铝或铝合金盘条，基体表面经前处理+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后处理；

Re选自Er或Cs中一种或几种；其中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制备工序为：一次含稀土

元素Re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活化液退锌，二次含稀土元素Re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一次镀

铜液镀铜，二次镀铜液镀铜；上述每道工序后均进行冷水冲洗，形成Zn+Cu/Re复合涂层；所

述铝和铝合金焊丝表面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其中Zn+Cu/Re复合涂层占焊丝总重为

0.01～0.50％，其中Zn：Cu重量比为1：(1～20)，Re含量占焊丝总重为不大于5.000％。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铝合金盘条选自Al-Cu、Al-Mn、Al-Si、Al-Mg、Al-Mg-Si、Al-

Zn-Mg、Al-Zn-Mg-Cu合金。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铝和铝合金盘条直径为0.8～16mm。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前处理，彻底去除盘条表面油脂、氧化皮和氧化膜，使基

体露出洁净活性的晶体表面；包括以下步骤：超声波+碱液脱脂处理，冷水冲洗，超声波+活

化液去氧化膜，冷水冲洗；其中，所述碱液由10～50g/L氢氧化钠，20～60g/L碳酸钠，40～

80g/L磷酸钠，5～35g/L硅酸钠，5～20g/L焦磷酸钠和自来水组成，脱脂反应温度为40～80

℃，反应时间为10～300s；所述活化液由200～500ml/L硝酸和自来水组成，去氧化膜反应温

度为10～50℃，反应时间为2～20s；超声波频率为10～30kHz，进线速度为5～20m/s。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包括以下步骤：铝和铝合金盘条经

一次含Re添加剂的浸锌液所得浸锌层粗糙多孔，需在活化液中去除，经二次含Re添加剂的

浸锌液所得浸锌层相对均匀细密，色泽呈青灰色，与盘条基体结合强度高；所述一次和二次

含Re添加剂的浸锌液均由100～350g/L氢氧化钠、1～10g/L硝酸钠、30～120g/L酒石酸钾、5

～30g/L柠檬酸钾、1～10g/L氯化铁、20～100g/L氧化锌、2～20g/L硫脲、0.001～2g/L含Re

添加剂和自来水组成，浸锌反应温度为15～45℃，反应时间为10～60s；所述一次镀铜液由

50～120g/L焦磷酸铜、200～500g/L焦磷酸钾、10～60g/L磷酸氢二钾、0～15g/L柠檬酸铵、1

～10g/L氨三乙酸和自来水组成；所述二次镀铜液由100～250g/L硫酸铜、15～60ml/L硫酸

和自来水组成，化学镀铜反应温度为30～50℃，反应时间为10～120s，电流密度为15～90A/

dm2；进线速度为5～20m/s。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后处理包括表面抗氧化液处理，拉拔减径，层绕，真空包装，得到

最终成品焊丝；其中，所述表面抗氧化液为1～5g/l苯并三氮唑和酒精组成，表面抗氧化液

反应温度为30～50℃，反应时间为10～20s，进线速度为5～20m/s，烘干温度为60～80℃；经

10～30道次拉拔制成Ф0.8～Ф3.2mm焊丝，每道次加工率不超过13～35％，焊丝的松弛直

径为100～800mm，翘距为0～20mm，焊丝表面应光滑，无毛刺、凹坑、划痕、裂纹等缺陷，表面

无杂质。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含Re添加剂为Re的可水溶性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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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按照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

焊丝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冷水冲洗为2道高压冷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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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

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焊丝制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

金机器人用焊丝的制备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铝和铝合金由于具有密度低、比重小、导电导热性高、铸造及机加工性能好等优

点，已广泛地应用在航空、航天、车辆、船舶、电器、建筑及化工等领域。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

展，大多铝和铝合金构件需要采用先进的机器人自动化焊接完成。因此对铝和铝合金焊丝

的表面质量及焊接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003] 现有铝和铝合金焊丝制造过程中表面氧化皮通常采用机械刮削的方式去除，但是

浪费材料大，特别是处理后焊丝表面不均匀，粗糙度大，凹坑和划痕明细，从而影响焊接送

丝性和电弧稳定性，导电嘴磨损增大。同时，焊丝表面仍有可能形成的氧化铝薄膜致密难

熔，焊接时容易出现未焊透、夹渣、气孔等一系列缺陷，同时焊接烟尘量大。此外，铝和铝合

金焊丝焊接需采用专用特氟龙送丝软管的焊接电源，以便降低焊丝送丝阻力，但是更换频

率较高，综合成本高，生产效率低。虽可在焊丝表面镀铜改善焊丝表面质量，但有存在铜削

也容易脱落现象，不能适应机器人焊接，特别是在非特氟龙送丝软管中的铜削堆积现象更

为严重。因此，铝和铝合金焊丝的应用，尤其是在机器人自动化焊接中的应用受到了极大的

限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克服现有铝和铝合金焊丝的不足，提供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

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的制备方法。焊丝制备方法简单，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

焊接综合性能优异，满足常用半自动焊接，更可用于机器人自动化连续焊接。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即Zn+Cu或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

丝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基体选用纯铝或铝合金盘条，基体表面经前处理+电化学镀Zn+

Cu/Re复合涂层+后处理。

[0007] 进一步，所述铝合金盘条可为Al-Cu、Al-Mn、Al-Si、Al-Mg、Al-Mg-Si、Al-Zn-Mg、

Al-Zn-Mg-Cu等合金或任意其他铝合金。

[0008] 进一步，所述铝和铝合金盘条直径为0.8～16mm。

[0009] 进一步，所述铝和铝合金焊丝表面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其中Zn+Cu/Re复

合涂层占焊丝总重为0.01～0.50％，其中Zn：Cu重量比为1：(1～20)，Re含量占焊丝总重为

不大于5.000％。

[0010] 进一步，所述铝和铝合金焊丝表面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中的Re为Ce，Er或

Cs等常用稀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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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前处理，彻底去除铝和铝合金盘条表面油脂、氧化皮和氧化膜，使基体露出洁

净活性的晶体表面；优选包括以下步骤：超声波+碱液脱脂处理，冷水冲洗(优选2道高压冷

水冲洗)，超声波+活化液去氧化膜，冷水冲洗(优选2道高压冷水冲洗)；其中，所述碱液由10

～50g/L氢氧化钠，20～60g/L碳酸钠，40～80g/L磷酸钠，5～35g/L硅酸钠，5～20g/L焦磷酸

钠和自来水组成，脱脂反应温度为40～80℃，反应时间为10～300s；所述活化液由200～

500ml/L硝酸和自来水组成，去氧化膜反应温度为10～50℃，反应时间为2～20s；超声波频

率为10～30kHz，进线速度为5～20m/s。

[0013] (2)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包括以下步骤：对步骤(1)的铝和铝合金盘进行

一次含Ce，Er或Cs等常用稀土元素Re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活化液退锌，二次含Ce，Er或Cs

等常用稀土元素Re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一次镀铜液镀铜，二次镀铜液镀铜；上述每道工序

后均进行冷水冲洗(优选2道高压冷水冲洗)，形成Zn+Cu/Re复合涂层；其中，铝和铝合金盘

条经一次含Ce，Er或Cs等常用稀土元素Re添加剂的浸锌液所得浸锌层粗糙多孔，需在活化

液中去除，经二次含Ce，Er或Cs等常用稀土元素添加剂的浸锌液所得浸锌层相对均匀细密，

色泽呈青灰色，与盘条基体结合强度高；所述一次和二次含Ce，Er或Cs等常用稀土元素Re添

加剂的浸锌液均由100～350g/L氢氧化钠、1～10g/L硝酸钠、30～120g/L酒石酸钾、5～30g/

L柠檬酸钾、1～10g/L氯化铁、20～100g/L氧化锌、2～20g/L硫脲、0～2g/L含Ce，Er或Cs等常

用稀土元素Re添加剂和自来水组成，含Re添加剂为Re的可水溶性化合物，浸锌反应温度为

15～45℃，反应时间为10～60s；所述一次镀铜液由50～120g/L焦磷酸铜、200～500g/L焦磷

酸钾、10～60g/L磷酸氢二钾、0～15g/L柠檬酸铵、1～10g/L氨三乙酸和自来水组成，(优选

一次镀铜液pH值为8～9)；所述二次镀铜液由100～250g/L硫酸铜、15～60ml/L硫酸和自来

水组成；；化学镀铜反应温度为30～50℃，反应时间为10～120s，电流密度为15～90A/dm2；

进线速度为5～20m/s。步骤(2)活化液的组成与步骤(1)活化液的组成相同。

[0014] (3)后处理包括表面抗氧化液处理，拉拔减径，层绕，真空包装，得到最终成品焊

丝；其中，所述表面抗氧化液为1～5g/l苯并三氮唑和酒精组成，表面抗氧化液反应温度为

30～50℃，反应时间为10～20s，进线速度为5～20m/s，烘干温度为60～80℃；经10～30道次

拉拔制成Ф0.8～Ф3.2mm焊丝，每道次加工率不超过13～35％，焊丝的松弛直径为100～

800mm，翘距为0～20mm，焊丝表面应光滑，无毛刺、凹坑、划痕、裂纹等缺陷，表面无杂质。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镀Zn+Cu/Re复合涂层可起到降低焊接烟尘，提高焊丝抗气孔性，增加固体润滑

的作用，同时填补焊丝基体表面凹坑，提高焊丝导电性和表面质量，可适用于特氟龙送丝软

管和一般钢制弹簧送丝软管的焊接电源；(2)Zn+Cu/Re复合涂层结合力和强度高，不存在铝

或铜削剥落现象，致密性好，抗锈性好，耐磨损，特别是镀层中的Zn可进一步降低焊接烟尘

和飞溅，Re(含Ce，Er或Cs等常用稀土元素添加剂)可细化镀层结晶，降低空隙率，同时加强

熔池搅拌，净化熔池，细化晶粒，彻底杜绝焊缝表面和内部气孔，提高焊丝抗气孔性；(3)焊

接送丝和电弧稳定，导电嘴磨损小，焊接综合工艺性能优异，满足常用半自动焊接，更可用

于机器人自动化连续焊接。(4)制备方法简单，除去了机械刮削，采用化学抛光法，可高效彻

底均匀地去除焊丝表面氧化皮和氧化膜，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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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7] 本实施例选用Al-Si合金中的SA1  4043和Al-Mg合金中的SA1  5356对本发明作进

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下述实施例。

[0018] 实施例1

[0019] 一种电化学镀Zn+Cu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的制备方法，基体分别

选用SA1  4043和SA1  5356铝合金盘条，其中，盘条直径为9.5mm，具体制备步骤如下：

[0020] (1)前处理包括超声波+碱液脱脂处理，2道高压冷水冲洗，超声波+活化液去氧化

膜，2道高压冷水冲洗，彻底去除盘条表面油脂、氧化皮和氧化膜，使基体露出洁净活性的晶

体表面。其中，所述碱液由45g/L氢氧化钠，60g/L碳酸钠，56g/L磷酸钠，20g/L硅酸钠，5g/L

焦磷酸钠和自来水组成，脱脂反应温度为60℃，反应时间为240s；所述活化液由500ml/L硝

酸和自来水组成，去氧化膜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20s；超声波频率为20kHz，进线速

度为10m/s。

[0021] (2)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包括一次含Ce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活化液退锌，

二次含Ce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一次镀铜液镀铜，二次镀铜液镀铜，每道工序后均进行2道

高压冷水冲洗，形成Zn+Cu/Re复合涂层。其中，所述一次和二次含Ce添加剂的浸锌液均由

300g/L氢氧化钠，9g/L硝酸钠，95g/L酒石酸钾，6g/L柠檬酸钾，5g/L氯化铁，60g/L氧化锌，

10g/L硫脲，0g/L硫酸高铈和自来水组成，浸锌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50s；所述一次

镀铜液由100g/L焦磷酸铜，250g/L焦磷酸钾，30g/L磷酸氢二钾，10g/L柠檬酸铵，6g/L氨三

乙酸和自来水组成，pH值为8的碱性溶液；所述二次镀铜液由200g/L硫酸铜，30ml/L硫酸和

自来水组成，化学镀铜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90s，电流密度为90A/dm2；表面电化学

镀Zn+Cu复合涂层量(占焊丝总重)为0.45％，Zn：Cu重量比为1：18；进线速度为10m/s。

[0022] (3)后处理包括表面抗氧化液处理，拉拔减径，层绕，真空包装，得到最终成品焊

丝。其中，所述表面抗氧化液为3g/l苯并三氮唑和酒精组成，表面抗氧化液反应温度为45

℃，反应时间为10s，进线速度为10m/s；烘干温度为65℃；经30道次拉拔，将9.5mm盘条拉制

成Ф1.2mm焊丝，每道次加工率不超过35％；焊丝的松弛直径为720mm，翘距为0mm。

[0023] 实施例2

[0024] 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的制备方法，基体分

别选用SA1  4043和SA1  5356铝合金盘条，其中，盘条直径为6.5mm，具体制备步骤如下：

[0025] (1)前处理包括超声波+碱液脱脂处理，2道高压冷水冲洗，超声波+活化液去氧化

膜，2道高压冷水冲洗，彻底去除盘条表面油脂、氧化皮和氧化膜，使基体露出洁净活性的晶

体表面。其中，所述碱液由30g/L氢氧化钠，25g/L碳酸钠，40g/L磷酸钠，25g/L硅酸钠，10g/L

焦磷酸钠和自来水组成，脱脂反应温度为60℃，反应时间为180s；所述活化液由400ml/L硝

酸和自来水组成，去氧化膜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15s；超声波频率为15kHz，进线速

度为15m/s。

[0026] (2)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包括一次含Cs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活化液退锌，

二次含Cs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一次镀铜液镀铜，二次镀铜液镀铜，每道工序后均进行2道

高压冷水冲洗，形成Zn+Cu/Re复合涂层。其中，所述一次和二次含Cs添加剂的浸锌液均由

280g/L氢氧化钠，6g/L硝酸钠，110g/L酒石酸钾，10g/L柠檬酸钾，7g/L氯化铁，80g/L氧化

锌，15g/L硫脲，0.15g/L硫酸铯和自来水组成，浸锌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40s；所述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7904576 B

6



一次镀铜液由90g/L焦磷酸铜，200g/L焦磷酸钾，40g/L磷酸氢二钾，12g/L柠檬酸铵，5g/L氨

三乙酸和自来水组成，pH值为8的碱性溶液；所述二次镀铜液由220g/L硫酸铜，25ml/L硫酸

和自来水组成，化学镀铜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60s，电流密度为80A/dm2；表面电化

学镀Zn+Cu/Re复合涂层量(占焊丝总重)为0.25％，Zn：Cu重量比为1：10；进线速度为15m/s。

[0027] (3)后处理包括表面抗氧化液处理，拉拔减径，层绕，真空包装，得到最终成品焊

丝。其中，所述表面抗氧化液为3g/l苯并三氮唑和酒精组成，表面抗氧化液反应温度为45

℃，反应时间为10s，进线速度为15m/s；烘干温度为65℃；经22道次拉拔，将6.5mm盘条拉制

成Ф1.2mm焊丝，每道次加工率不超过35％；焊丝的松弛直径为800mm，翘距为0mm。

[0028] 实施例3

[0029] 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的制备方法，基体分

别选用SA1  4043和SA1  5356铝合金盘条，其中，盘条直径为2.5mm，具体制备步骤如下：

[0030] (1)前处理包括超声波+碱液脱脂处理，2道高压冷水冲洗，超声波+活化液去氧化

膜，2道高压冷水冲洗，彻底去除盘条表面油脂、氧化皮和氧化膜，使基体露出洁净活性的晶

体表面。其中，所述碱液由15g/L氢氧化钠，20g/L碳酸钠，50g/L磷酸钠，30g/L硅酸钠，15g/L

焦磷酸钠和自来水组成，脱脂反应温度为60℃，反应时间为90s；所述活化液由300ml/L硝酸

和自来水组成，去氧化膜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10s；超声波频率为10kHz，进线速度

为18m/s。

[0031] (2)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包括一次含Er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活化液退锌，

二次含Er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一次镀铜液镀铜，二次镀铜液镀铜，每道工序后均进行2道

高压冷水冲洗，形成Zn+Cu/Re复合涂层。其中，所述一次和二次含Er添加剂的浸锌液均由

150g/L氢氧化钠，10g/L硝酸钠，85g/L酒石酸钾，30g/L柠檬酸钾，10g/L氯化铁，50g/L氧化

锌，6g/L硫脲，1.2g/L硝酸铒和自来水组成，浸锌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30s；所述一

次镀铜液由60g/L焦磷酸铜，400g/L焦磷酸钾，45g/L磷酸氢二钾，13g/L柠檬酸铵，3g/L氨三

乙酸和自来水组成，pH值为8的碱性溶液；所述二次镀铜液由210g/L硫酸铜，20ml/L硫酸和

自来水组成，，化学镀铜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30s，电流密度为60A/dm2；表面电化学

镀Zn+Cu/Re复合涂层量(占焊丝总重)为0.10％，Zn：Cu重量比为1：8；进线速度为18m/s。

[0032] (3)后处理包括表面抗氧化液处理，拉拔减径，层绕，真空包装，得到最终成品焊

丝。其中，所述表面抗氧化液为3g/l苯并三氮唑和酒精组成，表面抗氧化液反应温度为45

℃，反应时间为10s，进线速度为18m/s；烘干温度为65℃；经18道次拉拔，将2.5mm盘条拉制

成Ф1.2mm焊丝，每道次加工率不超过35％；焊丝的松弛直径为660mm，翘距为0mm。

[0033] 实施例4

[0034] 一种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的制备方法，基体分

别选用SA1  4043和SA1  5356铝合金盘条，其中，盘条直径为1.4mm，具体制备步骤如下：

[0035] (1)前处理包括超声波+碱液脱脂处理，2道高压冷水冲洗，超声波+活化液去氧化

膜，2道高压冷水冲洗，彻底去除盘条表面油脂、氧化皮和氧化膜，使基体露出洁净活性的晶

体表面。其中，所述碱液由12g/L氢氧化钠，45g/L碳酸钠，65g/L磷酸钠，35g/L硅酸钠，18g/L

焦磷酸钠和自来水组成，脱脂反应温度为60℃，反应时间为30s；所述活化液由250ml/L硝酸

和自来水组成，去氧化膜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5s；超声波频率为10kHz，进线速度为

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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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2)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包括一次含Ce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活化液退锌，

二次含Ce添加剂的浸锌液浸锌，一次镀铜液镀铜，二次镀铜液镀铜，每道工序后均进行2道

高压冷水冲洗，形成Zn+Cu/Re复合涂层。其中，所述一次和二次含Ce添加剂的浸锌液均由

120g/L氢氧化钠，10g/L硝酸钠，60g/L酒石酸钾，26g/L柠檬酸钾，10g/L氯化铁，30g/L氧化

锌，5g/L硫脲，2.5g/L硫酸高铈和自来水组成，浸锌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10s；所述

一次镀铜液由50g/L焦磷酸铜，420g/L焦磷酸钾，52g/L磷酸氢二钾，15g/L柠檬酸铵，2g/L氨

三乙酸和自来水组成，pH值为8的碱性溶液；所述二次镀铜液由250g/L硫酸铜，30ml/L硫酸

和自来水组成，，化学镀铜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30s，电流密度为60A/dm2；表面电化

学镀Zn+Cu/Re复合涂层量(占焊丝总重)为0.08％，Zn：Cu重量比为1：5；进线速度为20m/s。

[0037] (3)后处理包括表面抗氧化液处理，拉拔减径，层绕，真空包装，得到最终成品焊

丝。其中，所述表面抗氧化液为3g/l苯并三氮唑和酒精组成，表面抗氧化液反应温度为45

℃，反应时间为10s，进线速度为20m/s；烘干温度为65℃；经11道次拉拔，将1.4mm盘条拉制

成Ф1.2mm焊丝，每道次加工率不超过35％；焊丝的松弛直径为800mm，翘距为0mm。

[0038] 实施例1～4中所使用的SA1  4043和SA1  5356铝合金盘条的化学成分(重量％)见

表1。将实施例1～4中所制得的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和

市售同型号对比焊丝1～4按照表2的焊接工艺参数进行半自动和机器人自动化连续焊接，

测得焊接熔敷金属的力学性能和焊丝物理性能见表3，焊接工艺性能见表4。通过对比可以

看出，本发明所生产的电化学镀Zn+Cu/Re复合涂层的铝和铝合金机器人用焊丝焊接综合性

能优异，可用于机器人自动化连续焊接。

[0039] 表1.实施例1～4中所使用的SA1  4043和SA1  5356铝合金盘条的化学成分(重

量％)

[0040]

[0041] 表2.焊接工艺参数

[0042]

[0043]

[0044] 表3.熔敷金属的力学性能与焊丝物理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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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表4.焊接工艺性能对比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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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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