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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

电子束焊接方法。焊前采用酸洗及机械打磨工件

接头区域，首先装配两个端框与铸件，完成后进

行点固及正式焊接；然后进行2个蒙皮与端框的

装配，完成后进行点固及正式焊接；最后完成蒙

皮间、蒙皮与铸件之间焊缝的点固和焊接。焊接

过程，点固使用上焦小电流电子束，正式焊接使

用上焦大电流电子束(同时施加X、Y向束流扫

描)。采用该焊接方法制造的燃料舱焊缝符合

GJB1718A‑2005《电子束焊接》I级接头要求，焊接

变形小，整体轮廓度控制在1.5mm内。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09262131 B

2020.10.16

CN
 1
09
26
21
31
 B



1.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所述大厚度指厚度为6-15mm；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焊前准备；

将燃料舱的端框、蒙皮进行酸洗，去除表面油污、氧化膜，并烘干；将端框、蒙皮和铸件

待焊接区域打磨至呈见光亮金属光泽，并用丙酮擦拭干净；

步骤2：端框与铸件焊接装配；

使用焊接工装装配端框和铸件；装配完成后组件及工装吊装至真空电子束焊机平台，

调整水平并进行固定；进行抽真空处理；

步骤3：端框与铸件电子束焊接；

步骤3.1：进行电子束对中，采用NC数控编程进行焊接轨迹示教；

步骤3.2：对端框与铸件之间的焊缝进行点固；点固使用上焦小电流电子束参数；

步骤3.3：对焊缝进行正式焊接，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

步骤4：蒙皮与端框焊接装配；

使用焊接工装装配端框和蒙皮，保证装配位置正确；装配完成后组件及工装吊装至真

空电子束焊机平台，调整水平并进行固定；进行抽真空处理；

步骤5：蒙皮与端框电子束焊接；

步骤5.1：真空度满足要求后进行电子束对中，采用NC数控编程进行焊接轨迹示教；

步骤5.2：对蒙皮与端框之间的焊缝进行点固；点固使用上焦小电流电子束参数；

步骤5.3：对焊缝进行正式焊接，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

步骤6：蒙皮与铸件电子束焊接；

步骤6.1：进行电子束对中，采用NC数控编程进行焊接轨迹示教；

步骤6.2：对两个蒙皮之间的焊缝、蒙皮与铸件之间的焊缝进行点固；点固使用上焦小

电流电子束参数；

步骤6.3：对焊缝进行正式焊接；正式焊接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

所述步骤3.2、步骤5.2和步骤6.2中点固时使用的上焦小电流电子束参数包括：加速电

压U＝50kV，聚焦电流Ic＝1700-1760mA，电子束流Ib＝20-40mA，焊接速度v＝800-1200mm/

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

在于，端框、铸件、蒙皮之间的焊缝结构形式为锁底对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

在于，端框与铸件之间的焊接接头厚度在6-15mm范围内；蒙皮与端框、铸件之间的焊接接头

厚度为1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2和3.3中，端框与铸件的点固、正式焊接顺序为：内侧圆弧段→外侧圆弧

段→左侧直线段→右侧直线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3中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的具体参数为：加速电压U＝50kV，聚焦

电流Ic＝1700-1760mA，电子束流Ib＝45-100mA，焊接速度v＝800-1200mm/min，扫描方式：

双余弦，扫描幅值VX＝2mm，VY＝1mm，扫描频率f＝300-6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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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3中，在进行端框与铸件间焊缝焊接时，当接头厚度由6mm增加至15mm时，

电子束流由45mA增加至100mA。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5.3中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的具体参数为：加速电压U＝50kV，聚焦

电流Ic＝1700-1760mA，电子束流Ib＝40-70mA，焊接速度v＝800-1200mm/min，扫描方式：双

余弦，扫描幅值VX＝2mm，VY＝2mm，扫描频率f＝300-600Hz。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6.2和6.3中，两个蒙皮之间的焊缝、蒙皮与铸件之间的焊缝的正式顺序为由

中间向两端施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6.3中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的具体参数为：加速电压U＝50kV，聚焦

电流Ic＝1700-1760mA，电子束流Ib＝40-80mA，焊接速度v＝800-1200mm/min，扫描方式：双

余弦，扫描幅值VX＝2mm，VY＝2mm，扫描频率f＝400-600Hz。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的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6后还包括

步骤7：焊后质量检测；

焊后对电子束焊缝进行外观质量检测，确认焊缝表面是否存在裂纹、咬边、烧穿、气孔

缺陷；采用X射线检测对焊缝内部质量进行检测；采用激光三维扫描仪对燃料舱外形尺寸进

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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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

所属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铝合金电子束焊接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针对飞行器异型复杂大厚度燃

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航天工业的发展，飞行器的尺寸精度也随着飞行速度的提高、隐身要求、气动

外形的需要而变得越来越高。燃料舱等飞行器重要结构件由传统的“铸造+焊接”向轻量化

程度更高的“钣金+焊接”结构形式发展，结构件也有规则形状逐渐向复杂的异型结构转变，

焊接接头也由同种材料连接到异种材料的连接，焊缝形式由规则直焊缝、环焊缝变成了空

间曲线焊缝。以某飞行器燃料舱为例(图1)，由2个端框、1个铸件、2块蒙皮组成。铸件的材料

为ZL114A铝合金，端框和蒙皮的材料为5A06铝合金。该燃料舱总长1100mm，直径900mm，其结

构复杂，包含直线、圆弧、空间曲线等多种形式的焊缝，数量多达11条，焊接厚度变化范围大

(6-15mm)。焊后指标要求高，整体轮廓度不超过2mm。对于该燃料舱焊接，传统的氩弧焊方法

存在热输入量大、热影响区软化和变形难以控制的问题；而激光焊由于功率限制，难以实现

8-10mm大厚度接头的焊接。

[0003] 电子束焊接具有能力密度高、热输入低、焊接变形小、焊缝窄、焊缝深宽比大和焊

缝保护良好等特点，在金属焊接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适合进行大厚度异型复杂构件

的焊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

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该方法利用电子束焊接穿透能力强、热输入小、焊接变形与残余

应力小等特点，可实现异型大厚度(6-15mm)钣焊接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有效解决焊

接过程中未焊透、气孔超标等问题，同时控制蒙皮、端框变形，保证产品尺寸精度。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的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焊前准备；

[0007] 将燃料舱的端框、蒙皮进行酸洗，去除表面油污、氧化膜，并烘干；将端框、蒙皮和

铸件待焊接区域打磨至呈见光亮金属光泽，并用丙酮擦拭干净；

[0008] 步骤2：端框与铸件焊接装配；

[0009] 使用焊接工装装配端框和铸件，保证待焊接头处间隙不大于0.2mm，错边量不大于

0.2mm；装配完成后组件及工装吊装至真空电子束焊机平台，调整水平并进行固定；进行抽

真空处理，保证真空室真空度在2-7×10-2Pa；

[0010] 步骤3：端框与铸件电子束焊接；

[0011] 步骤3.1：进行电子束对中，采用NC数控编程进行焊接轨迹示教；

[0012] 步骤3.2：对端框与铸件之间的焊缝进行点固；点固时使用上焦小电流电子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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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0013] 步骤3.3：对焊缝进行正式焊接，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

[0014] 步骤4：蒙皮与端框焊接装配；

[0015] 使用焊接工装装配端框和蒙皮，保证装配位置正确，待焊接头处间隙不大于

0.2mm，错边量不大于0.2mm；装配完成后组件及工装吊装至真空电子束焊机平台，调整水平

并进行固定；进行抽真空处理，保证真空室真空度在2-7  ×10-2Pa；

[0016] 步骤5：蒙皮与端框电子束焊接；

[0017] 步骤5.1：真空度满足要求后进行电子束对中，采用NC数控编程进行焊接轨迹示

教；

[0018] 步骤5.2：对蒙皮与端框之间的焊缝进行点固；点固使用上焦小电流电子束参数；

[0019] 步骤5.3：对焊缝进行正式焊接，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

[0020] 步骤6：蒙皮与铸件电子束焊接；

[0021] 步骤6.1：进行电子束对中，采用NC数控编程进行焊接轨迹示教；

[0022] 步骤6.2：对两个蒙皮之间的焊缝、蒙皮与铸件之间的焊缝进行点固；点固使用上

焦小电流电子束参数；

[0023] 步骤6.3：对焊缝进行正式焊接；正式焊接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

[0024] 端框、铸件、蒙皮之间的焊缝结构形式为锁底对接。

[0025] 端框与铸件之间的焊接接头厚度在6-15mm范围内；蒙皮与端框、铸件之间的焊接

接头厚度为10mm。

[0026] 步骤3.2和3.3中，端框与铸件的点固、正式焊接顺序为：内侧圆弧段→外侧圆弧段

→左侧直线段→右侧直线段。

[0027] 所述步骤3.2、步骤5.2和步骤6.2中点固时使用的上焦小电流电子束参数包括：加

速电压U＝50kV，聚焦电流Ic＝1700-1760mA，电子束流Ib＝20-40mA，焊接速度v＝800-

1200mm/min。

[0028] 所述步骤3.3中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的具体参数为：加速电压  U＝50kV，

聚焦电流Ic＝1700-1760mA，电子束流Ib＝40-100mA，焊接速度  v＝800-1200mm/min，扫描

方式：双余弦，扫描幅值VX＝2mm，VY＝1mm，扫描频率f＝300-600Hz。

[0029] 步骤3.3中，在进行端框与铸件间焊缝焊接时，当接头厚度由6mm增加至15mm时，电

子束流由45mA增加至100mA。

[0030] 所述步骤5.3中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的具体参数为：加速电压  U＝50kV，

聚焦电流Ic＝1700-1760mA，电子束流Ib＝40-70mA，焊接速度  v＝800-1200mm/min，扫描方

式：双余弦，扫描幅值VX＝2mm，VY＝2mm，扫描频率f＝300-600Hz。

[0031] 步骤6.2和6.3中，两个蒙皮之间的焊缝、蒙皮与铸件之间的焊缝的正式顺序为由

中间向两端施焊。

[0032] 所述步骤6.3中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的具体参数为：正式焊接工艺参数：

加速电压U＝50kV，聚焦电流Ic＝1700-1760mA，电子束流Ib＝40-80mA，焊接速度v＝800-

1200mm/min，扫描方式：双余弦，扫描幅值VX＝2mm，  VY＝2mm，扫描频率f＝400-600Hz。

[0033] 在步骤6后还包括

[0034] 步骤7：焊后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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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焊后对电子束焊缝进行外观质量检测，确认焊缝表面是否存在裂纹、咬边、烧穿、

气孔缺陷；采用X射线检测对焊缝内部质量进行检测；采用激光三维扫描仪对燃料舱外形尺

寸进行测量。

[0036]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37] 1 .使用上焦大电流电子束进行正式焊接，可改善焊缝表面焊接质量，实现一次焊

接成形，避免修饰焊引起的焊接变形。使用加扫描的电子束流，可以改善焊缝成形，抑制接

头内部气孔、钉尖的形成。

[0038] 2.两个蒙皮之间的焊缝h7、蒙皮与铸件之间的焊缝h8的正式顺序为由中间向两端

施焊，可以避免热量在焊缝中部积累，防止蒙皮中间出现凹陷。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简图；

[0040] 图中，1-端框，2-铸件，3-蒙皮，h7、h8-焊缝。

[0041] 图2为异型复杂大厚度燃料舱端框结构简图；其中图2(1)正视图，图2(2)侧视图，

图中a、b-旋转圆心，h1-h6-焊缝。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例，对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43] 以某飞行器燃料舱为例(图1)，由2个端框、1个铸件、2块蒙皮组成。铸件的材料为

ZL114A铝合金，端框和蒙皮的材料为5A06铝合金。该燃料舱总长1100mm，直径900mm，焊接接

头最大厚度处为15mm。

[0044] 具体实施方案按以下步骤进行：

[0045] 步骤1：焊前准备；

[0046] 将燃料舱的端框、蒙皮进行酸洗，去除表面油污、氧化膜，在50-80℃下烘干20-

30min。使用钢丝刷将端框、蒙皮和铸件待焊接区域打磨至呈见光亮金属光泽，并用丙酮擦

拭干净；

[0047] 步骤2：端框与铸件焊接装配；

[0048] 使用焊接工装装配2个端框和铸件，保证装配位置正确，待焊接头处间隙不大于

0.2mm，错边量不大于0.2mm。装配完成后组件及工装吊装至真空电子束焊机平台，调整水平

并进行固定。抽真空，保证真空室真空度在2-7×10-2Pa 条件下施焊。

[0049] 步骤3：端框与铸件电子束焊接；

[0050] 步骤3.1：真空度满足要求后进行电子束对中，采用NC数控编程进行焊接轨迹示

教。

[0051] 步骤3.2：对图2中端框与铸件之间的焊缝h1、h2、h3、h4进行点固。点固使用上焦小

电流电子束参数。点固顺序h1→h4→h2→h3。

[0052] 点固工艺参数：

[0053] 加速电压U＝50kV，聚焦电流Ic＝1740mA(上焦)，电子束流Ib＝30mA，焊接速度v＝

1000mm/min。

[0054] 步骤3.3：对焊缝进行正式焊接。焊接轨迹点固焊接过程一致，正式焊接采用加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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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焊缝h1的焊接圆心为a点，焊缝h4的焊接圆心为b点。

[0055] 正式焊接工艺参数：

[0056] 加速电压U＝50kV，聚焦电流Ic＝1730mA，电子束流Ib＝45-100mA，焊接速度v＝

1000mm/min，扫描方式：双余弦，扫描幅值VX＝2mm，VY＝1mm，扫描频率f＝400Hz。进行h2和

h3焊缝焊接时，当接头厚度由6mm增加至15mm 时，电子束流由45mA线性增加至100mA。

[0057] 步骤4：蒙皮与端框焊接装配；

[0058] 使用焊接工装装配2个端框和2个蒙皮，保证装配位置正确，待焊接头处间隙不大

于0.2mm，错边量不大于0.2mm。装配完成后组件及工装吊装至真空电子束焊机平台，调整水

平并进行固定。抽真空，保证真空室真空度在2-7  ×10-2Pa条件下施焊。

[0059] 步骤5：蒙皮与端框电子束焊接；

[0060] 步骤5.1：真空度满足要求后进行电子束对中，采用NC数控编程进行焊接轨迹示

教。

[0061] 步骤5.2：对图2中蒙皮与端框之间的h5、h6焊缝进行点固。点固使用上焦小电流电

子束参数。

[0062] 点固工艺参数：

[0063] 加速电压U＝50kV，聚焦电流Ic＝1740mA，电子束流Ib＝35mA，焊接速度  v＝

1100mm/min。

[0064] 步骤5.3：对h5、h6焊缝进行正式焊接。焊接轨迹点固焊接过程一致，正式焊接采用

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

[0065] 正式焊接工艺参数：

[0066] 加速电压U＝50kV，聚焦电流Ic＝1730mA，电子束流Ib＝60mA，焊接速度  v＝

900mm/min，扫描方式：双余弦，扫描幅值VX＝2mm，VY＝2mm，扫描频率f＝300Hz。

[0067] 步骤6：蒙皮与铸件电子束焊接；

[0068] 步骤6.1：真空度满足要求后进行电子束对中，采用NC数控编程进行焊接轨迹示

教。

[0069] 步骤6.2：对两个蒙皮之间的焊缝h7、蒙皮与铸件之间的焊缝h8进行点固。点固使

用上焦小电流电子束参数。

[0070] 点固工艺参数：

[0071] 加速电压U＝50kV，聚焦电流Ic＝1730mA，电子束流Ib＝30mA，焊接速度  v＝

1000mm/min。

[0072] 步骤6.3：对h7、h8焊缝进行正式焊接。正式焊接采用加扫描的上焦电子束焊接，焊

接顺序为由中间向两端施焊。

[0073] 正式焊接工艺参数：

[0074] 加速电压U＝50kV，聚焦电流Ic＝1720mA，电子束流Ib＝70mA，焊接速度v＝

1000mm/min，扫描方式：双余弦，扫描幅值VX＝2mm，VY＝2mm，扫描频率f＝500Hz。

[0075] 步骤7：焊后质量检测；

[0076] 焊后对电子束焊缝进行外观质量检测，表面无裂纹、咬边、烧穿、气孔等缺陷。采用

X射线检测对焊缝内部质量进行检测。焊缝质量满足  GJB1718A-2005《电子束焊接》I级接头

要求。采用激光三维扫描仪对燃料舱外形尺寸进行测量，燃料舱的轮廓度控制在1.5mm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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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007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限制。凡是根据发明技

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及等效变化，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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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9

CN 109262131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