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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属于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在夹具上采用专用装置高效修配飞机焊接导

管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根据导管结构，

导管材料、焊接顺序、焊接方法确定焊接收缩量，

所述焊接收缩量就是焊接修配余量；步骤2）焊接

修配余量确定以后，根据焊接修配余量的数据使

用修配余量装置，对导管余量进行精确修配；步

骤3）修配完成以后进行焊接工序。本申请主要是

针对飞机导管焊接前的一个精确修配技术，针对

不同的接头结构、不同的导管位置、不同的导管

直径，设计出有一定通用性的修配余量控制装

置，考虑到了焊接时可能出现的焊接收缩量，再

根据焊接收缩量进行余量修配，精简了整体的工

作流程，减轻了人工修配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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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夹具上采用专用装置高效修配飞机焊接导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步骤1)根据导管结构，导管材料、焊接顺序、焊接方法确定焊接收缩量，所述焊接收缩

量就是焊接修配余量；焊接收缩量的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L表示焊接收缩量，单位是毫米；N表示同一焊缝焊接次数；K表示在一定时间一

定电弧作用下管材变形量，单位是毫米/安.秒；I表示焊接电流，单位是安；G表示不同材料、

不同壁厚每次焊接变形系数单位是毫米；U表示焊接速度，单位是毫米/秒；

步骤2)焊接修配余量确定以后，根据焊接修配余量的数据使用修配余量装置，对导管

余量进行精确修配；余量修配装置包括工作部件和定位部件，所述定位部件包括定位支座

和位于定位支座上的接头定位器，定位支座上有2个定位孔，其中右端的定位孔是理论定位

孔，左端的定位孔为修配余量定位孔，接头定位器上也设置有同样功能的理论定位孔和修

配余量定位孔，所述接头定位器上的2个定位孔与定位支座的2个定位孔的孔距相差一个焊

接修配余量；修配时用插销将接头定位器上的修配余量控制孔与定位支座左端的修配余量

定位孔定位，从而实现余量修配；

步骤3)修配完成以后进行焊接工序；所述工作部件为圆环形套筒结构，所述工作部件

正面为修配工作面，所述工作部件的背面为用于与定位部件配的凸台，凸台中间设置有定

位孔；工作部件的圆环形套筒内部设置有用于躲避焊缝的焊缝躲避槽，所述焊缝躲避槽至

少为两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夹具上采用专用装置高效修配飞机焊接导管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部件为筒状结构，所述筒状结构端面呈马口型的相贯工作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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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夹具上采用专用装置高效修配飞机焊接导管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属于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在夹具上采用专用装置高效修配飞

机焊接导管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飞机导管数量庞大，大多数都是通过焊接实现导管制造的。焊接是指导管与导管、

导管与接头之间的焊接。导管都有余量，焊接前要在焊接夹具上进行修配，修配完成后才能

进行焊接。

[0003] 一直以来导管的修配受工人技术水平、经验、夹具结构等因素影响，效果很不理

想，效率极低，修配用的时间是焊接时间的4倍，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无法实现机械修

配。导管修配是指导管与导管之间、导管与接头之间精确定位后，一点一点的相互配合、试

切修配，才能满足焊接要求。修配的导管状态很不稳定、质量很难保证。一次交检合格率很

低，不到50％，是焊接飞机导管的瓶颈环节。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的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现在提出一种在夹具上采用专用装

置高效修配飞机焊接导管的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技术效果，本申请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在夹具上采用专用装置高效修配飞机焊接导管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步骤1)根据导管结构，导管材料、焊接顺序、焊接方法确定焊接收缩量，所述焊接

收缩量就是焊接修配余量；

[0008] 步骤2)焊接修配余量确定以后，根据焊接修配余量的数据使用修配余量装置，对

导管余量进行精确修配；

[0009] 步骤3)修配完成以后进行焊接工序。

[0010] 进一步地，步骤1)中焊接收缩量的计算方式如下：

[0011]

[0012] 其中△L表示焊接收缩量，单位是毫米；N表示同一焊缝焊接次数；K表示在一定时

间一定电弧作用下管材变形量，单位是毫米/安.秒；I表示焊接电流，单位是安；G表示不同

材料、不同壁厚每次焊接变形系数单位是毫米；U表示焊接速度，单位是毫米/秒；

[0013] 该公式表示焊接收缩量与焊接电流，焊接速度、是否连续焊接及一道焊缝要焊接

的次数，焊接的材料都有关系。

[0014] 具体表示焊接的电流越大，焊接变形收缩量越大，焊接的速度越快，变形收缩量越

小，焊接次数越多，焊接变形收缩量就越大，不同的焊接材料，其变形的收缩量不同，同种材

料的不同壁厚的管材，其变形的收缩量也是不同的。

[0015] 公式验证举例：

[0016] 某铝导管壁厚为1毫米，每道焊缝焊接次数为3次，在每秒20A焊接电流产生的电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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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变形量是0.2毫米，焊接速度是1毫米/秒，其焊接收缩量为：

[0017]

[0018] 进一步地，步骤2)中，余量修配装置包括工作部件和定位部件，所述定位装置包括

定位支座和位于定位支座上的接头定位器，定位支座上有2个定位孔，其中右端的定位孔是

理论定位孔，左端的定位孔为修配余量定位孔，接头定位器上也设置有同样功能的理论定

位孔和修配余量定位孔，所述接头定位器上的2个定位孔与定位支座的2个定位孔的孔距相

差一个焊接修配余量；修配时用插销将接头定位器上的修配余量控制孔与定位支座左端的

修配余量定位孔定位，从而实现余量修配。

[0019] 进一步地，所述工作部件为圆环形套筒结构，所述工作部件正面为修配工作面，所

述工作部件的背面为用于与定位部件配的凸台，凸台中间设置有定位孔；两个定位孔与定

位部件的夹具定位座配合使用，插上插销，起到准确定位该修配装置的目的。工作部件的圆

环形套筒内部设置有用于躲避焊缝的焊缝躲避槽，所述焊缝躲避槽至少为两个。

[0020] 进一步地，所述工作部件为筒状结构，所述筒状结构端面呈马口型的相贯工作曲

面。

[0021] 本申请的优点在于：

[0022] 本申请主要是针对飞机导管焊接前的一个精确修配技术，针对不同的接头结构、

不同的导管位置、不同的导管直径，设计出有一定通用性的修配余量控制装置，考虑到了焊

接时可能出现的焊接收缩量，再根据焊接收缩量进行余量修配，精简了整体的工作流程，减

轻了人工修配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一种修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25] 图3‑图4为一种工作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图6为一种工作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定位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在夹具上采用专用装置高效修配飞机焊接导管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步骤1)根据导管结构，导管材料、焊接顺序、焊接方法确定焊接收缩量，所述焊接

收缩量就是焊接修配余量；焊接收缩量的计算方式如下：

[0031]

[0032] 其中△L表示焊接收缩量，单位是毫米；N表示同一焊缝焊接次数；K表示在一定时

间一定电弧作用下管材变形量，单位是毫米/安.秒；I表示焊接电流，单位是安；G表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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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不同壁厚每次焊接变形系数单位是毫米；U表示焊接速度，单位是毫米/秒；

[0033] 该公式表示焊接收缩量与焊接电流，焊接速度、是否连续焊接及一道焊缝要焊接

的次数，焊接的材料都有关系。

[0034] 具体表示焊接的电流越大，焊接变形收缩量越大，焊接的速度越快，变形收缩量越

小，焊接次数越多，焊接变形收缩量就越大，不同的焊接材料，其变形的收缩量不同，同种材

料的不同壁厚的管材，其变形的收缩量也是不同的。

[0035] 公式验证举例：

[0036] 某铝导管壁厚为1毫米，每道焊缝焊接次数为3次，在每秒20A焊接电流产生的电弧

作用下变形量是0.2毫米，焊接速度是1毫米/秒，其焊接收缩量为：

[0037]

[0038] 步骤2)焊接修配余量确定以后，根据焊接修配余量的数据使用修配余量装置，对

导管余量进行精确修配；余量修配装置包括工作部件和定位部件，所述定位装置包括定位

支座和位于定位支座上的接头定位器，定位支座上有2个定位孔，其中右端的定位孔是理论

定位孔，左端的定位孔为修配余量定位孔，接头定位器上也设置有同样功能的理论定位孔

和修配余量定位孔，所述接头定位器上的2个定位孔与定位支座的2个定位孔的孔距相差一

个焊接修配余量；修配时用插销将接头定位器上的修配余量控制孔与定位支座左端的修配

余量定位孔定位，从而实现余量修配。

[0039] 工作部件可以为圆环形套筒结构，所述工作部件正面为修配工作面，所述工作部

件的背面为用于与定位部件配的凸台，凸台中间设置有定位孔；两个定位孔与定位部件的

夹具定位座配合使用，插上插销，起到准确定位该修配装置的目的。工作部件的圆环形套筒

内部设置有用于躲避焊缝的焊缝躲避槽，所述焊缝躲避槽至少为两个。

[0040] 工作部件可以为筒状结构，所述筒状结构端面呈马口型的相贯工作曲面。

[0041] 步骤3)修配完成以后进行焊接工序。

[0042] 该修配方法关键技术在于按导管修配余量，设计余量修配装置。

[0043] 实施例2

[0044] 如图1和图2所示，图1为一套导管焊接夹具，该焊接夹具有左右两条焊缝，左边的

一条焊缝是接头A与导管B的焊接，右边的一条焊缝是直径大小不同导管B与导管C之间的焊

接。该两条焊缝一直存在无法精确修配导管余量，造成焊接后导管的质量很差，不稳定，合

格率低。左边一条焊缝是接头A与导管B焊接，接头A是机加件，尺寸已经到位，导管B端部有

余量。由于导管焊接有收缩，所以修配导管时要考虑收缩余量。该焊缝导管端面与夹具底面

是斜面、留收缩量、还能准确定位等特点设计一个余量修配装置。该修配装置的设计首先要

考虑几个因素：1.B管左端是要修配的位置，由于导管焊接都有收缩，收缩就要考虑焊接收

缩量的确定。2.要修配B管左端有余量的导管，就要考虑这个位置如何在夹具上确定下来，

才能确定要准确的修配的位置。3.对于这个修配装置的设计，本身应该考虑的因数有哪些，

才能满足使用要求。针对以上因数，详细设计方案是：根据焊接收缩量，设计修配装置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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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端面时，就不能设计在B管左端的理论位置，就要向A管端增加一个焊接收缩量。该装置由

于是用于精确修配导管的，所以设计的结构要能套在导管外径上，因此装置的工作部位是

一个圆环形，能够套在导管上，如果导管有焊缝的，还要根据数模设计焊缝躲避槽，才能套

上导管使用。定位这里受导管定位座的影响，夹具已经没有了独立放置在夹具上的空间，就

只能在夹具导管型面定位座上定位。装置由于的用于导管修配的，要与角磨机。锉刀、砂轮

的设备和工具接触，还要考虑有一定的硬度和刚度。

[0045] 该修配装置如图3‑图4所示。外形是方形，内形与导管外形一样，为了能够套上导

管方便修配，内径比导管外径大1mm,内径中间的两个槽为导管B上下两半管焊接时形成焊

缝的躲避槽。正面为导管端面的修配面，留有修配余量，背面有两个凸台，凸台放置在夹具

定位座上，凸台中间有两个定位孔，该两个孔与夹具定位座配合使用，插上插销，起到准确

定位该修配装置的目的。该装置由于在使用过程中要与锉刀等工具接触，使用过程要求不

易变形，所以该装置要有一定强度和刚度，因此该装置选用T12A,HRC  50～55。

[0046] 如图5和图6所示，B管与C管的连接，B管直径大C管直径小，两管相交呈马口型相贯

线，要修配的导管是C管，对于这种结构的修配装置就不同于上面的结构，要修配的导管型

面是一个马口型，该结构必须设计呈马口型才能满足使用要求，同样该装置套在C管数模

上，用数模上两管相贯曲面作延展处理，就可以设计出装置的相贯工作曲面了。右边一条焊

缝是两个不同直径大小不同导管B与导管C之间的焊接，导管C端面有余量且没有马口型。要

修配导管C马口型，要一点一点与导管B外形相配合修配，难度很大，修配时间长，质量差。现

设计一修配装置用于修配导管C马口型(如图5所示)。该修配装置为一圆柱筒，内径比导管C

外径大1mm，外径比内径大10mm,左端面为导管C修配面，按导管C数模设计成马口型，没有修

配余量。同上，该装置由于在使用过程中要与锉刀等工具接触，使用过程要求不易变形，所

以该装置要有一定强度和刚度，因此该装置选用T12A,HRC  50～55。

[0047] 修配装置还包含一个定位装置，该定位装置是通用的，见图7，定位支座上有2个定

位孔，右端的一个是用于理论定位孔，左端的一个的用于控制修配余量用的定位孔，同理接

头定位器也有同样功能的2个孔，不同的是接头定位器上的2个孔与定位支座的2个孔孔距

不一样，差了一个修配余量(如图7所示，修配余量为0.5)。修配的时候需要用插销将接头定

位器上的修配余量控制孔与定位支座左端的修配余量定位孔定位，从而实现其功能。

[0048] 具体的修配方法为：首先将导管B放置在夹具上，安放好修配装置，插上插销，定好

位，保证导管B与修配装置位置固定。用划线针沿一个工作部件工作表面在导管B表面圆周

划线。取下导管B用锉刀或砂轮修配导管B余量。修配完余量后将导管B放置在夹具上准备与

接头A焊接。导管C的修配，是将另一个工作部件,直接套在导管C上，保证导管C与另一个工

作部件相对固定，同样用划线针沿另一个工作部件工作端面马口在导管C表面圆周划线。取

下导管C用锉刀或砂轮修配导管C余量。修配完余量后将导管C放置在夹具上修配马口另一

端，另一端修配方法与上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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