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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

束焊接方法，属于锰铜分流器加工技术领域，包

括如下操作步骤：（1）清洗表面；（2）组件装配；

（3）抽真空；（4）预热处理；（5）一次焊接；（6）保温

处理；（7）二次焊接；（8）热处理；（9）淬火；（10）保

温处理。该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

通过在锰铜合金与铜材电极焊缝处添加铝粉，对

铝粉进行电子束加热熔化，从而达到锰铜合金与

铜材电极焊接的目的，可避免焊缝的裂纹及开

裂，有效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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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操作步骤：

（1）清洗表面：将组成锰铜分流器的电阻合金组件及电极组件进行表面清洗，清洗采用

除油剂进行表面除油，然后采用热水将表面清洗干净，并将表面水分烘干；

（2）组件装配：按照锰铜分流器组装要求将电阻合金组件与电极组件进行装配，并在电

阻合金组件与电极组件需要焊接处添加一层铝粉，将装配后的组件进行固定；

（3）抽真空：将固定后的组件置于电子束焊接室内，对电子束焊接室内进行抽真空处

理，使电子束焊接室内的真空度为2‑4×10‑2  Pa；

（4）预热处理：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预热处理；

（5）一次焊接：预热后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电子束焊接；

（6）保温处理：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保温；

（7）二次焊接：再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电子束二次焊接；

（8）热处理：焊接后采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热处理；

（9）淬火：将热处理后的组件取出置于冷水中进行淬火；

（10）保温处理：将淬火后的组件置于烘箱中进行保温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1）中的除油剂采用质量浓度为10‑15  %的碳酸氢钠溶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2）中铝粉的厚度为10‑30 μ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4）中的预热处理所采用的电压为110‑150  KV，聚焦电流为20‑25  mA，电子束流为3‑5 

mA，焊接速度为10‑15  mm/s。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5）中的一次焊接和步骤（7）中的二次焊接所采用的电压为110‑150  KV，聚焦电流为20‑

25  mA，电子束流为3‑5  mA，焊接速度为15‑20  mm/s，焊接距离为100‑120  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6）中的保温处理所采用的电压为110‑150  KV，聚焦电流为20‑25  mA，电子束流为3‑5 

mA，焊接速度为5‑10  mm/s。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8）中的热处理所采用的电压为110‑150  KV，聚焦电流为35‑45  mA，电子束流为3‑5  mA，

焊接速度为15‑20  mm/s。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10）的保温处理烘箱温度设为100‑150  ℃，保温时间为10‑1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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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锰铜分流器加工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

束焊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分流器是一种常见的合金电阻，多采用锰铜合金材料生产而成，锰铜合金电阻材

料具有很小的电阻温度系数，电阻长期稳定性高，具有极低的热电动势、良好的工作性能以

及良好的焊接性和加工性。由于锰铜分流器的电极材料与电阻合金是不同种金属，因此锰

铜分流器一般采用真空高能电子束焊接，利用定向高速运动的电子束流撞击工件使动能转

化为热能而使工件熔化，形成焊缝，电子束焊接具有不用焊条、不易氧化、工艺重复性好、热

变形量小等优点。

[0003] 然而由于铜及铜合金具有极好的导热性和较大的热膨胀系数，铜及铜合金中的其

它元素如锰、磷、硫等元素能与铜形成低熔点共晶体，会增加材料的冷脆性，导致焊缝处产

生裂纹、开裂，会严重影响产品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

该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通过在锰铜合金与铜材电极焊缝处添加铝粉，对铝

粉进行电子束加热熔化，从而达到锰铜合金与铜材电极焊接的目的，可避免焊缝的裂纹及

开裂，有效提高产品质量。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

子束焊接方法，包括如下操作步骤：

[0006] (1)清洗表面：将组成锰铜分流器的电阻合金组件及电极组件进行表面清洗，清洗

采用除油剂进行表面除油，然后采用热水将表面清洗干净，并将表面水分烘干；

[0007] (2)组件装配：按照锰铜分流器组装要求将电阻合金组件与电极组件进行装配，并

在电阻合金组件与电极组件需要焊接处添加一层铝粉，将装配后的组件进行固定；

[0008] (3)抽真空：将固定后的组件置于电子束焊接室内，对电子束焊接室内进行抽真空

处理，使电子束焊接室内的真空度为2‑4×10‑2Pa；

[0009] (4)预热处理：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预热处理；

[0010] (5)一次焊接：预热后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电子束焊接；

[0011] (6)保温处理：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保温；

[0012] (7)二次焊接：再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电子束二次焊接；

[0013] (8)热处理：焊接后采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热处理；

[0014] (9)淬火：将热处理后的组件取出置于冷水中进行淬火；

[0015] (10)保温处理：将淬火后的组件置于烘箱中进行保温处理。

[0016] 在锰铜电阻与铜材电极焊接处增加一层铝粉，因铝的熔点较低，铝在电子束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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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熔融与两侧的锰铜电阻及铜材进行焊接，可避免锰铜及铜在高温下产生共晶导致焊缝开

裂；预热处理可使焊缝处受热均匀，从而避免焊缝处产生裂纹，提高焊接质量；焊接分两次

进行，可促进焊缝处焊接均匀；热处理可促进焊缝内部的气体排出，使焊缝紧密，提高焊缝

质量；淬火可提高焊缝处的强度。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的除油剂采用质量浓度为10‑15％的碳酸氢钠溶液。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铝粉的厚度为10‑30μm。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中的预热处理所采用的电压为110‑150KV，聚焦电流为20‑

25mA，电子束流为3‑5mA，焊接速度为10‑15mm/s。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5)中的一次焊接和步骤(7)中的二次焊接所采用的电压为

110‑150KV，聚焦电流为20‑25mA，电子束流为3‑5mA，焊接速度为15‑20mm/s，焊接距离为

100‑120mm。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6)中的保温处理所采用的电压为110‑150KV，聚焦电流为20‑

25mA，电子束流为3‑5mA，焊接速度为5‑10mm/s。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8)中的热处理所采用的电压为110‑150KV，聚焦电流为35‑

45mA，电子束流为3‑5mA，焊接速度为15‑20mm/s。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0)的保温处理烘箱温度设为100‑150℃，保温时间为10‑

12h。

[0024]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生产锰铜分

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该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通过在在锰铜电阻与铜材

电极焊接处增加一层铝粉，因铝的熔点较低，铝在电子束轰击下熔融与两侧的锰铜电阻及

铜材进行焊接，可避免锰铜及铜在高温下产生共晶导致焊缝开裂；预热处理可使焊缝处受

热均匀，从而避免焊缝处产生裂纹，提高焊接质量；焊接分两次进行，可促进焊缝处焊接均

匀；热处理可促进焊缝内部的气体排出，使焊缝紧密，提高焊缝质量；淬火可提高焊缝处的

强度。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2所示，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包括如下操作步骤：

[0030] (1)清洗表面：将组成锰铜分流器的电阻合金组件及电极组件进行表面清洗，清洗

采用质量浓度为10％的碳酸氢钠溶液进行表面除油，然后采用热水将表面清洗干净，并将

表面水分烘干；

[0031] (2)组件装配：按照锰铜分流器组装要求将电阻合金组件与电极组件进行装配，并

在电阻合金组件与电极组件需要焊接处添加一层铝粉，铝粉的厚度为10μm，将装配后的组

件进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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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3)抽真空：将固定后的组件置于电子束焊接室内，对电子束焊接室内进行抽真空

处理，使电子束焊接室内的真空度为2×10‑2Pa；

[0033] (4)预热处理：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预热处理，所采用的电压为110KV，聚焦电

流为20mA，电子束流为3mA，焊接速度为10mm/s；

[0034] (5)一次焊接：预热后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电子束焊接，采用的电压为110KV，

聚焦电流为20mA，电子束流为3mA，焊接速度为15mm/s，焊接距离为100mm；

[0035] (6)保温处理：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保温，所采用的电压为110KV，聚焦电流为

20mA，电子束流为3mA，焊接速度为5mm/s；

[0036] (7)二次焊接：再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电子束二次焊接，采用的电压为110KV，

聚焦电流为20mA，电子束流为3mA，焊接速度为15mm/s，焊接距离为100mm；

[0037] (8)热处理：焊接后采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热处理，采用的电压为110KV，聚焦

电流为35mA，电子束流为3mA，焊接速度为15mm/s；

[0038] (9)淬火：将热处理后的组件取出置于冷水中进行淬火；

[0039] (10)保温处理：将淬火后的组件置于烘箱中进行保温处理，烘箱温度设为100℃，

保温时间为10h。

[0040] 实施例2

[0041] 如图1‑2所示，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包括如下操作步骤：

[0042] (1)清洗表面：将组成锰铜分流器的电阻合金组件及电极组件进行表面清洗，清洗

采用质量浓度为15％的碳酸氢钠溶液进行表面除油，然后采用热水将表面清洗干净，并将

表面水分烘干；

[0043] (2)组件装配：按照锰铜分流器组装要求将电阻合金组件与电极组件进行装配，并

在电阻合金组件与电极组件需要焊接处添加一层铝粉，铝粉的厚度为30μm，将装配后的组

件进行固定；

[0044] (3)抽真空：将固定后的组件置于电子束焊接室内，对电子束焊接室内进行抽真空

处理，使电子束焊接室内的真空度为4×10‑2Pa；

[0045] (4)预热处理：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预热处理，所采用的电压为150KV，聚焦电

流为25mA，电子束流为5mA，焊接速度为15mm/s；

[0046] (5)一次焊接：预热后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电子束焊接，采用的电压为150KV，

聚焦电流为25mA，电子束流为5mA，焊接速度为20mm/s，焊接距离为120mm；

[0047] (6)保温处理：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保温，所采用的电压为150KV，聚焦电流为

25mA，电子束流为5mA，焊接速度为10mm/s；

[0048] (7)二次焊接：再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电子束二次焊接，采用的电压为150KV，

聚焦电流为25mA，电子束流为5mA，焊接速度为20mm/s，焊接距离为120mm；

[0049] (8)热处理：焊接后采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热处理，采用的电压为150KV，聚焦

电流为45mA，电子束流为5mA，焊接速度为20mm/s；

[0050] (9)淬火：将热处理后的组件取出置于冷水中进行淬火；

[0051] (10)保温处理：将淬火后的组件置于烘箱中进行保温处理，烘箱温度设为150℃，

保温时间为12h。

[0052]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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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如图1‑2所示，一种生产锰铜分流器的电子束焊接方法，包括如下操作步骤：

[0054] (1)清洗表面：将组成锰铜分流器的电阻合金组件及电极组件进行表面清洗，清洗

采用质量浓度为12％的碳酸氢钠溶液进行表面除油，然后采用热水将表面清洗干净，并将

表面水分烘干；

[0055] (2)组件装配：按照锰铜分流器组装要求将电阻合金组件与电极组件进行装配，并

在电阻合金组件与电极组件需要焊接处添加一层铝粉，铝粉的厚度为20μm，将装配后的组

件进行固定；

[0056] (3)抽真空：将固定后的组件置于电子束焊接室内，对电子束焊接室内进行抽真空

处理，使电子束焊接室内的真空度为3×10‑2Pa；

[0057] (4)预热处理：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预热处理，所采用的电压为130KV，聚焦电

流为22mA，电子束流为4mA，焊接速度为12mm/s；

[0058] (5)一次焊接：预热后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电子束焊接，采用的电压为130KV，

聚焦电流为22mA，电子束流为4mA，焊接速度为12mm/s，焊接距离为110mm；

[0059] (6)保温处理：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保温，所采用的电压为130KV，聚焦电流为

22mA，电子束流为4mA，焊接速度为12mm/s；

[0060] (7)二次焊接：再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电子束二次焊接，采用的电压为130KV，

聚焦电流为22mA，电子束流为4mA，焊接速度为12mm/s，焊接距离为110mm；

[0061] (8)热处理：焊接后采用电子束流对焊缝处进行热处理，采用的电压为130KV，聚焦

电流为40mA，电子束流为4mA，焊接速度为17mm/s；

[0062] (9)淬火：将热处理后的组件取出置于冷水中进行淬火；

[0063] (10)保温处理：将淬火后的组件置于烘箱中进行保温处理，烘箱温度设为125℃，

保温时间为11h。

[0064] 对比例1

[0065] 本对比例为实施例3的对比例，其中步骤(2)中没有添加铝粉，其它工艺参数与实

施例3均相同。

[0066] 对比例2

[0067] 本对比例为实施例3的对比例，其中步骤(5)‑(7)没有采用两次焊接，也没有步骤

(6)的保温处理，而是采用一次焊接，焊接参数与步骤(5)的一次焊接参数除电子束流采用

8mA以外其它参数均相同，其它步骤的工艺参数与实施例3均相同。

[0068] 性能测试

[0069] 为了验证本发明所述的电子束焊接方法所制备的锰铜分流器具有较好的质量，将

各实施例及对比例的产品焊缝处通过以下力学性能试验来评价其力学性能，具体实验结果

如下表1所示。

[0070] 表1性能测试结果

[0071]   屈服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断后伸长率/％ 截面收缩率/％

实施例1 680 910 20 24

实施例2 750 1300 24 32

实施例3 710 980 21 27

对比例1 590 810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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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2 530 930 16 19

[0072] 由以上结果可知，该种电子束焊接方法所制备的锰铜分流器具有较好的质量，可

有效避免焊缝处产生裂纹，提高焊缝处焊接质量。

[007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几个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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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13020769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