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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直径运载火箭箱底圆

环纵缝搅拌摩擦焊装置及方法，该装置包括转

台、移动垫板装置、N个分体膜胎以及N个外压系

统；转台为圆环状台面，其上均匀划分成N个扇形

区域，每个扇形区域上安装一个分体膜胎，每个

分体膜胎上安装一个外压系统，移动垫板装置安

装在转台内圆区域，且能沿转台内圆区域径向移

动。应用该装置进行焊接的方法，能有效避免圆

环组件的二次装配，解决产品内型面与垫板因二

次装配带来的贴合不好，装配质量不高等问题，

能够保证补焊前的装配质量，实现补焊100％合

格，保证了重型运载火箭超大直径箱底纵缝焊接

质量，提高了产品制造精度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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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直径运载火箭箱底圆环纵缝搅拌摩擦焊装置的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一种大直径运载火箭箱底圆环纵缝搅拌摩擦焊装置，包括转台(1)、移动垫板装置

(2)、N个分体膜胎(3)以及N个外压系统(4)；转台(1)为圆环状台面，其上均匀划分成N个扇

形区域，每个扇形区域上安装一个分体膜胎(3)，每个分体膜胎(3)上安装一个外压系统

(4)，移动垫板装置(2)安装在转台(1)内圆区域，且能沿转台(1)内圆区域径向移动；所述分

体膜胎用于装配瓜瓣，外压系统用于将瓜瓣压紧在对应的分体膜胎上，移动垫板装置(2)用

于焊接时支撑瓜瓣内型面，N为运载火箭箱底圆环瓜瓣个数；移动垫板装置(2)包括两根直

线导轨(21)、支撑架(22)、电机(24)和垫板(23)；两根直线导轨(21)沿转台(1)中心线对称

安装在转台(1)内圆上，支撑架(22)安装在两根直线导轨(21)的滑块上，垫板(23)安装在支

撑架(22)上，电机(24)通过丝杠与支撑架(22)连接，用于驱动支撑架(22)在两根直线导轨

(21)上沿转台(1)内圆区域径向移动；所述垫板(23)外型面与瓜瓣内型面相匹配；焊接时，

垫板(23)与相邻两个分体膜胎(3)形成连续椭球曲面；

还包括锁紧机构，用于实现移动垫板装置(2)移动到位后的锁紧；

所述外压系统(4)分别沿瓜瓣两侧纵缝以及瓜瓣上下两端将瓜瓣压紧在对应的分体膜

胎(3)上；

焊接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一，将瓜瓣对应装配到分体膜胎(3)上，并通过外压系统(4)压紧；

步骤二，将移动垫板装置(2)向靠近圆环纵缝的方向移动，直至与圆环纵缝内型面相匹

配，锁紧定位；

步骤三，使用搅拌摩擦焊装置对步骤二中使用移动垫板装置(2)撑紧了的圆环纵缝区

域进行焊接；

步骤四，将移动垫板装置(2)向远离圆环纵缝的方向移动，然后去除焊接缺陷；

步骤五，采用超声相控阵对焊接完成的圆环纵缝进行检测，如果无缺陷，则完成了该条

圆环纵缝的焊接，进入步骤七；如果圆环纵缝内部有缺陷，则进行步骤六；

步骤六，重复步骤三-五进行补焊，直到无缺陷，即完成了该条圆环纵缝的焊接，进入步

骤七；

步骤七，控制转台转动360°/N，返回步骤二，进行下一条圆环纵缝的焊接，直到完成所

有圆环纵缝的焊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在将瓜瓣对应装配到

分体膜胎上之前，先清除圆环纵缝区域的氧化膜，使圆环纵缝区域呈现金属光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用风动砂布轮打磨圆

环纵缝背部，以去除焊接缺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采用超声相控阵对焊

接完成的圆环纵缝进行检测时，是对圆环纵缝的正面进行由下往上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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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直径运载火箭箱底圆环纵缝搅拌摩擦焊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直径运载火箭箱底圆环纵缝搅拌摩擦焊装置及方法，属于运载

火箭箱底焊接技术领域，所述的大直径是指运载火箭的贮箱直径不小于7.5m。

背景技术

[0002] 搅拌摩擦焊(FSW)为英国焊接研究所于1991年发明的一种固相焊接工艺，在焊接

过程中搅拌头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传递给被焊材料，由于焊接热输入量低，被焊金属只发

生塑性流动而不熔化，不会产生气孔、热裂纹、过烧及接头软化现象，适合于铝、镁等轻质合

金金属的连接。目前该项工艺已经在航空、船舶及航天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经过多年

技术攻关，我国已经将搅拌摩擦焊技术成功应用在Ф3.35m运载火箭铝合金贮箱箱底圆环

纵缝的焊接上。

[0003] 随着未来对运载火箭有效载荷能力的不断加强，研发直径更大，有效载荷更多，推

力更强的重型运载火箭是我国未来大规模开展空间站建设、载人登月及深空探测的有效途

径。在前期的论证工作中，重型运载火箭芯级椭球箱底直径达到7.5m级，高度接近3～4.5m，

箱底上的纵缝焊接若依旧采用Ф3.35m贮箱箱底焊接方案，则会给制造带来很大的困难，主

要体现在：

[0004] Ф3.35m焊接所用的膜胎为垫板不可拆卸与移动的整体死胎，焊接完成后需要将

箱底从膜胎上吊下，剔除焊缝正面飞边，打磨焊缝背部后才能进行超声相控阵检测。如果某

条焊缝出现超标缺陷，则需要将整个圆环重新返回膜胎进行补焊。重型运载火箭箱底直径

达到Φ7.5m级以上，属于超大超重产品，若焊接完成后将箱底吊离膜胎，在检测过程中发现

需要补焊的超标缺陷，将箱底返回膜胎的难度巨大，由于焊接变形及收缩，一方面无法保证

瓜瓣二次装配高度与一次装配时一致，另一方面回装后箱底扣在膜胎上，挡住了焊接垫板，

无法通过有效手段测量并保证4～6m长的瓜瓣纵缝内形面与垫板外形面实现无间隙贴合。

在装配质量不好的条件下进行补焊，无法保证补焊质量，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发生搅拌头扎

垫板，造成产品报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大直径运载火箭箱底

圆环纵缝搅拌摩擦焊装置及方法。

[0006]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大直径运载火箭箱底圆环纵缝搅拌摩擦焊装置，

包括转台、移动垫板装置、N个分体膜胎以及N个外压系统；

[0007] 转台为圆环状台面，其上均匀划分成N个扇形区域，每个扇形区域上安装一个分体

膜胎，每个分体膜胎上安装一个外压系统，移动垫板装置安装在转台内圆区域，且能沿转台

内圆区域径向移动；

[0008] 所述分体膜胎用于装配瓜瓣，外压系统用于将瓜瓣压紧在对应的分体膜胎上，移

动垫板装置用于焊接时支撑瓜瓣内型面，N为运载火箭箱底圆环瓜瓣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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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移动垫板装置包括两根直线导轨、支撑架、电机和垫板；两根直线导轨沿转台中心

线对称安装在转台内圆上，支撑架安装在两根直线导轨的滑块上，垫板安装在支撑架上，电

机通过丝杠与支撑架连接，用于驱动支撑架在两根直线导轨上沿转台内圆区域径向移动。

[0010] 还包括锁紧机构，用于实现移动垫板装置移动到位后的锁紧。

[0011] 所述垫板外型面与瓜瓣内型面相匹配。

[0012] 焊接时，垫板与相邻两个分体膜胎形成连续椭球曲面。

[0013] 所述外压系统分别沿瓜瓣两侧纵缝以及瓜瓣上下两端将瓜瓣压紧在对应的分体

膜胎上。

[0014] 利用摩擦焊装置的焊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步骤一，将瓜瓣对应装配到分体膜胎上，并通过外压系统压紧；

[0016] 步骤二，将焊接垫板装置向靠近圆环纵缝的方向移动，直至与圆环纵缝内型面相

匹配，锁紧定位；

[0017] 步骤三，使用搅拌摩擦焊设备对步骤中使用焊接垫板装置撑紧了的圆环纵缝区域

进行焊接；

[0018] 步骤四，将焊接垫板装置向远离圆环纵缝的方向移动，然后打磨圆环纵缝背部，去

除缺陷；

[0019] 步骤五，采用超声相控阵对焊接完成的圆环纵缝进行检测，如果无缺陷，则完成了

该条圆环纵缝的焊接，进入步骤七；如果圆环纵缝内部有缺陷，则进行步骤六；

[0020] 步骤六，重复步骤(3)-(5)进行补焊，直到无缺陷，即完成了该条圆环纵缝的焊接，

进入步骤七；

[0021] 步骤七，控制转台转动360°/N，返回步骤二，进行下一条圆环纵缝的焊接，直到完

成所有圆环纵缝的焊接。

[0022] 所述步骤一中，在将瓜瓣对应装配到分体膜胎上之前，先清除瓜瓣纵缝圆环纵缝

区域的氧化膜，使圆环纵缝区域呈现金属光泽。

[0023] 所述步骤四中，用风动砂布轮打磨圆环纵缝背部，以去除焊接缺陷。

[0024] 所述步骤五中，采用超声相控阵对焊接完成的圆环纵缝进行检测时，是对圆环纵

缝的正面进行由下往上的检测。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6] (1)本发明创造性地设计了移动垫板装置，焊接时将瓜瓣均安装在分体膜胎上，完

成其中一条纵缝焊接后，移动垫板装置由零位沿径向向后退出一段距离，让出清理焊缝背

部的空间，并进行无损检测。若出现需补焊的超标缺陷，通过移动垫板装置将垫板回到零位

并锁死，外压系统压紧后，重新焊接该条焊缝。通过垫板的移动避免了瓜瓣的二次装配，解

决了产品内型面与焊接垫板因二次装配带来的贴合不好，装配质量不高等问题，进行补焊

时由于圆环没有从膜胎下拿下，产品与工装的相对位置没有改变，这样能够使垫板表面与

产品紧密贴合，能够保证补焊前的装配质量，实现补焊100％合格，从而保证了重型运载火

箭超大直径箱底纵缝焊接质量，提高了产品制造精度及效率。

[0027] (2)本发明进行圆环纵缝焊接时，由于瓜瓣内型面与垫板外型面贴合好并通过外

压系统进行压制，所以在不需要二次装配的基础上进一步保证了装配质量。

[0028] (3)本发明装置和方法能够实现圆环纵缝焊接完成后不将瓜瓣组件摘下工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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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搅拌摩擦焊焊缝背部进行打磨清理，使其满足相控阵检测要求，进一步保证了产品制

造效率。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装置示意图；

[0030] 图2为移动垫板装置示意图；

[0031] 图3为垫板与瓜瓣内型面撑紧状态示意图；

[0032] 图4为垫板与瓜瓣内型面分离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大直径运载火箭箱底包括顶盖、圆环和叉形环，顶盖通过焊接的方式连接在圆环

的上端，叉形环通过焊接的方式连接在圆环的下端，圆环为回转体，其母线为变曲率椭球曲

线，母线的轨迹方程为 箱底的直径不小于7.5m，高度为3～4.5m，该回

转体由多块瓜瓣通过拼焊形成；瓜瓣之间形成圆环纵缝；圆环纵缝的长度为4～6m。

[0034] 为了满足大直径运载火箭(Φ7.5m级以上)箱底圆环纵缝焊接需求，本发明提出一

种大直径运载火箭箱底圆环纵缝搅拌摩擦焊装置。

[0035] 实施例：

[0036] 以贮箱直径达到Φ7.5m级、箱底圆环由12块瓜瓣组成的重型运载火箭为例，介绍

本发明装置和焊接方法：

[0037] 如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转台1、移动垫板装置2、12个分体膜胎3以及12个外压系统

4。

[0038] 如图1和图2所示，移动垫板装置2包括两根直线导轨21、支撑架22、电机24和垫板

23；两根直线导轨21沿转台1中心线对称安装在转台1内圆上，支撑架22安装在两根直线导

轨21的滑块上，垫板23安装在支撑架22上，电机24通过丝杠与支撑架22连接，用于驱动支撑

架22在两根直线导轨21上沿转台1内圆区域径向移动。

[0039] 为了实现移动垫板装置2移动到位后的锁紧，移动垫板装置2上还设置锁紧机构。

[0040] 转台1为圆环状台面，其上均匀划分成12个扇形区域，每个扇形区域上安装一个分

体膜胎3，每个分体膜胎3上安装一个外压系统4，移动垫板装置2安装在转台1内圆区域，且

能沿转台1内圆区域径向移动；

[0041] 分体膜胎用于装配瓜瓣，外压系统分别沿瓜瓣两侧纵缝以及瓜瓣上下两端将瓜瓣

压紧在对应的分体膜胎3上，移动垫板装置2用于焊接时支撑瓜瓣内型面。

[0042] 进一步地，垫板23外型面与瓜瓣内型面相匹配，且焊接时，垫板23与相邻两个分体

膜胎3形成连续椭球曲面。

[0043] 本发明的焊接方法如下：

[0044] 步骤一，用钢丝刷及刮刀清除瓜瓣纵缝圆环纵缝区域的氧化膜，使圆环纵缝区域

呈现金属光泽；将12块瓜瓣对应装配到分体膜胎3上，并通过外压系统4压紧；

[0045] 步骤二，将移动垫板装置2向靠近圆环纵缝的方向移动，直至与圆环纵缝内型面相

匹配，此时垫板外型面与瓜瓣内型面相拟合，触发锁紧机构锁紧焊接垫板装置2，保证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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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紧了瓜瓣内型面，同时焊接过程中垫板不回退，如图2所示；

[0046] 步骤三，使用搅拌摩擦焊装置对步骤二中使用移动垫板装置2撑紧了的圆环纵缝

区域进行焊接；

[0047] 步骤四，将移动垫板装置2向远离圆环纵缝的方向移动，与完成焊接的圆环纵缝分

离开，如图3所示，然后用风动砂布轮打磨圆环纵缝背部，去除未焊透等肉眼可见缺陷；

[0048] 步骤五，采用超声相控阵对焊接完成的圆环纵缝正面由下往上进行检测，如果无

缺陷，则完成了该条圆环纵缝的焊接，进入步骤七；如果圆环纵缝内部有缺陷，标记出焊缝

内部超标缺陷，进行步骤六；

[0049] 步骤六，重复步骤三—步骤五进行补焊，直到无缺陷，即完成了该条圆环纵缝的焊

接，进入步骤七；

[0050] 步骤七，控制转台转动30°，返回步骤二，进行下一条圆环纵缝的焊接，直到完成所

有圆环纵缝的焊接。

[0051]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解决重型运载火箭Φ7.5m级以上箱底圆环纵缝搅拌摩擦焊装

置及焊接方法，很好地解决了搅拌摩擦焊一次焊接后因焊接缺陷需要二次装夹补焊带来的

产品内型面与工装垫板贴合不好，装配质量差，补焊质量不好的问题，为重型运载火箭箱底

的研制提供技术支撑。

[0052] 同时，本发明在圆环纵缝完成焊接后，能够让圆环与移动垫板装置分离，使焊缝背

部显露出来，可以使用工具对搅拌摩擦焊焊缝背部特有的弱结合缺陷进行清理，避免了焊

缝与垫板贴合带来的检测干扰和误判问题，利用超声相控阵检测方法能够实现圆环纵缝焊

接完成后超标缺陷的检测、判读及位置精度标定，为后续的补焊提供基础。

[0053] 本发明未详细说明部分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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