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873610.5

(22)申请日 2019.09.16

(71)申请人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510725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文船路1

号

(72)发明人 杨伟锋　许斌　王孟果　黄楚畅　

曾鹤鸣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颜希文　黄华莲

(51)Int.Cl.

B23K 9/00(2006.01)

B23K 9/16(2006.01)

B23K 9/1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矩形柱体焊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船舶建造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第一焊接

板和第二焊接板定位在两侧侧板之间；以第一焊

接板为基准面将第一焊接板的外坡口置于平角

焊位置；利用CO2保护焊在第一焊接板的外坡口

与侧板之间依次焊接第一打底焊道和第一填充

焊道；利用埋弧焊在第一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

焊接；将矩形柱体翻转180度，以第二焊接板为基

准面将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置于平角焊位置；利

用CO2保护焊在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与侧板之间

依次焊接第二打底焊道和第二填充焊道；利用埋

弧焊在第二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该焊接

方法充分发挥了CO2保护焊和埋弧焊各自的优

点，降低了焊工的劳动强度，焊缝成形效果好，大

大提高整体的焊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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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第一焊接板和第二焊接板定位在两侧侧板之间，以组合成矩形柱体；

以所述第一焊接板为基准面将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外坡口置于平角焊位置；

利用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之间依次焊接第一打底焊道和

第一填充焊道；

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

将所述矩形柱体翻转180度，以所述第二焊接板为基准面将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

置于平角焊位置；

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之间依次焊接第二打底焊

道和第二填充焊道，其中，所述CO2保护焊使用的焊丝为药芯焊丝；

利用所述埋弧焊在所述第二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其中，所述埋弧焊使用的焊

丝为埋弧焊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

一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中，还包括：

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内坡口和所述侧板之间进行焊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将所述焊接板翻转

180度，使所述焊接板的内坡口置于平角焊位置的步骤中，还包括：

对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内坡口的根部和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的根部进行刨除处理，

以使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内坡口的根部和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的根部之间形成U形坡

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

二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中，还包括：

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内坡口和所述侧板之间进行焊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

一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中，还包括：

将所述埋弧焊丝与所述第一焊接板之间角度调整为70～7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

二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中，还包括：

将所述埋弧焊丝与所述第二焊接板之间角度调整为70～75°。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利用CO2

保护焊在所述一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之间焊接第一打底焊道的步骤或者所述利用

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之间焊接第二打底焊道中，还包括：

将所述CO2保护焊的焊接电流调整为180～220A，焊接电压调整为28～30V，焊接速度调

整为33cm/min。

8.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利用CO2

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之间焊接第一填充焊道的步骤或者所述利

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之间焊接第二填充焊道的步骤中

中，还包括：

将所述CO2保护焊的焊接电流调整为250～290A，焊接电压调整为31～34V，焊接速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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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为36cm/min。

9.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利用埋

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或者所述利用所述埋弧焊在所述第二

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中，还包括：

将所述埋弧焊的焊接焊接电流调整为600～700A，焊接电压调整为31～34V，焊接速度

调整为42cm/min。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利用所述CO2保护焊

在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内坡口和所述侧板之间进行焊接的步骤或者在所述利用所述CO2保护

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内坡口和所述侧板之间进行焊接的步骤中，还包括：

将所述CO2保护焊的焊接电流调整为250～290A，焊接电压调整为31～34V，焊接速度调

整为36c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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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矩形柱体焊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船舶建造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矩形柱体焊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集装箱船的起重柱柱体通常为矩形结构，柱体内侧设有平台、扶强材等构件，柱体

外侧无任何构件，柱体的侧壁板采用的是板厚为30mm￣40mm板件，所以侧壁板之间的接缝

通常设计全焊透，该焊接方式焊接量大，焊后柱体的弯曲变形也较为严重。而且现有的焊接

方法是采用平角焊和仰角焊的方式将设有坡口的侧壁板焊接在另外的侧壁板上，在仰角焊

施焊过程中，产生的灰尘容易伤及焊工的眼睛和呼吸系统，对于焊工的技能要求更加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实现提高矩形柱体的焊接质量和降低焊工的劳

动强度。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将第一焊接板和第二焊接板定位在两侧侧板之间，以组合成矩形柱体；

[0006] 以所述第一焊接板为基准面将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外坡口置于平角焊位置；

[0007] 利用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之间依次焊接第一打底焊

道和第一填充焊道；

[0008] 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

[0009] 将所述矩形柱体翻转180度，以所述第二焊接板为基准面将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

坡口置于平角焊位置；

[0010] 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之间依次焊接第二打

底焊道和第二填充焊道，其中，所述CO2保护焊使用的焊丝为药芯焊丝；

[0011] 利用所述埋弧焊在所述第二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其中，所述埋弧焊使用

的焊丝为埋弧焊丝。

[0012] 作为优选方案，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

中，还包括：

[0013] 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内坡口和所述侧板之间进行焊接。

[0014] 作为优选方案，在所述将所述焊接板翻转180度，使所述焊接板的内坡口置于平角

焊位置的步骤中，还包括：

[0015] 对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内坡口的根部和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的根部进行刨除

处理，以使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内坡口的根部和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的根部之间形成U

形坡口。

[0016] 作为优选方案，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二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

中，还包括：

[0017] 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内坡口和所述侧板之间进行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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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作为优选方案，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

中，还包括：

[0019] 将所述埋弧焊丝与所述第一焊接板之间角度调整为70～75°。

[0020] 作为优选方案，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二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

中，还包括：

[0021] 将所述埋弧焊丝与所述第二焊接板之间角度调整为70～75°。

[0022] 作为优选方案，在所述利用CO2保护焊在所述一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之间

焊接第一打底焊道的步骤或者所述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

侧板之间焊接第二打底焊道中，还包括：

[0023] 将所述CO2保护焊的焊接电流调整为180￣220A，焊接电压调整为28￣30V，焊接速

度调整为33cm/min。

[0024] 作为优选方案，在所述利用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之

间焊接第一填充焊道的步骤或者所述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

述侧板之间焊接第二填充焊道的步骤中中，还包括：

[0025] 将所述CO2保护焊的焊接电流调整为250￣290A，焊接电压调整为31￣34V，焊接速

度调整为36cm/min。

[0026] 作为优选方案，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

或者所述利用所述埋弧焊在所述第二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中，还包括：

[0027] 将所述埋弧焊的焊接焊接电流调整为600￣700A，焊接电压调整为31￣34V，焊接

速度调整为42cm/min。

[0028] 作为优选方案，在所述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的内坡口和所述侧

板之间进行焊接的步骤或者在所述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的内坡口和所述

侧板之间进行焊接的步骤中，还包括：

[0029] 将所述CO2保护焊的焊接电流调整为250￣290A，焊接电压调整为31￣34V，焊接速

度调整为36cm/min。

[0030] 本发明实施例一种矩形柱体焊接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在于：

[0031] 本发明实施例先将所述第一焊接板作为基准面进行平角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的

外坡口上通过所述CO2保护焊依次焊接第一打底焊道和第一填充焊道，药芯焊丝直径小，焊

接电弧的能量较集中，容易保证所述第一焊接焊的外坡口尖角处与所述侧板之间焊透，且

药芯焊丝的CO2保护焊是属于小线能量的焊接方式，焊后的接头的起始晶粒度小，低温耐冲

击性满足标准，再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上方进行自动填充焊接，焊接质量稳定，

焊缝成形美观，比所述CO2保护焊的效率提高2倍以上，因为所述埋弧焊是大线能量的自动

焊接，所述第一打底焊道和第一填充焊道可避免焊穿坡口的根部，接着将所述矩形柱体翻

转180度，以所述第二焊接板为基准面同样依次进行所述CO2保护焊和所述埋弧焊，该焊接

方法充分发挥了所述CO2保护焊和所述埋弧焊各自的优点，且过程中通过将矩形柱体翻转

180度的方式，焊工无需进行仰角焊，降低了焊工的劳动强度，柱体整体焊缝成形效果好，大

大提高整体的焊接效率，焊接环境也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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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优先实施例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的流程框图。

[0033] 图2应用本发明优先实施例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的矩形柱体焊接示意图。

[0034] 图3为图2中A出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为图2中B出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1.第一焊接板；2.第二焊接板；3.侧板；4.第一打底焊道；5.第一填充焊道；

6.第二打底焊道；7.第二填充焊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8]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优选实施例的提供了一种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39] 将第一焊接板1和第二焊接板2定位在两侧侧板3之间，以组合成矩形柱体；

[0040] 以所述第一焊接板1为基准面将所述第一焊接板1的外坡口置于平角焊位置；

[0041] 利用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1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3之间依次焊接第一打底

焊道4和第一填充焊道5；

[0042] 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5上方进行自动焊接；

[0043] 将所述矩形柱体翻转180度，以所述第二焊接板2为基准面将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

外坡口置于平角焊位置；

[0044] 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3之间依次焊接第二

打底焊道6和第二填充焊道7，其中，所述CO2保护焊使用的焊丝为药芯焊丝；

[0045] 利用所述埋弧焊在所述第二填充焊道7上方进行自动焊接，其中，所述埋弧焊使用

的焊丝为埋弧焊丝。

[0046] 基于上述技术特征的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先将所述第一焊接板1作为基准面进行

平角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1的外坡口上通过所述CO2保护焊依次焊接第一打底焊道4和第

一填充焊道5，药芯焊丝直径小，焊接电弧的能量较集中，容易保证所述第一焊接焊的外坡

口尖角处与所述侧板3之间焊透，且药芯焊丝的CO2保护焊是属于小线能量的焊接方式，焊

后的接头的起始晶粒度小，低温耐冲击性满足标准，再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5上

方进行自动填充焊接，比所述CO2保护焊的效率提高2倍以上，因为所述埋弧焊是大线能量

的自动焊接，所述第一打底焊道4和第一填充焊道5可避免焊穿坡口的根部，接着将所述矩

形柱体翻转180度，以所述第二焊接板2为基准面同样依次进行所述CO2保护焊和所述埋弧

焊，该焊接方法充分发挥了所述CO2保护焊和所述埋弧焊各自的优点，且过程中通过将矩形

柱体翻转180度的方式，焊工无需进行仰角焊，降低了焊工的劳动强度，柱体整体焊缝成形

效果好，大大提高整体的焊接效率，焊接环境也得到改善。

[0047]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5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

骤中，还包括：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内坡口和所述侧板3之间进行填充

焊接。因矩形柱体内部设置较多构件，不能采用自动焊方法焊接，所以在对所述第一焊接板

1进行自动焊接时，可同时对所述第二焊接的内坡口进行CO2保护焊，进一步提高焊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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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同时对所述第一焊接板1和所述第二焊接板2进行焊接，整体受热均匀，有利于减少矩形

柱体长度方向的焊接弯曲变形。

[0048] 进一步的，在所述将所述焊接板翻转180度，使所述焊接板的内坡口置于平角焊位

置的步骤中，还包括：对所述第一焊接板1的内坡口的根部和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外坡口的

根部进行刨除处理，以使所述第一焊接板1的内坡口的根部和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外坡口的

根部之间形成U形坡口。在对所述第一焊接板1的外坡口和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内坡口焊接

后，需要对利用碳弧气刨方法对所述第一焊接板1的内坡口和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外坡口的

根部进行刨除，刨出适合焊接的U形坡口，露出背面焊缝以保证焊透。

[0049] 再进一步的，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二填充焊道7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

中，还包括：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1的内坡口和所述侧板3之间进行焊接。

在对所述第一焊接板1进行自动焊接时，可同时对所述第二焊接的内坡口进行CO2保护焊，

进一步提高焊接效率，且同时对所述第一焊接板1和所述第二焊接板2进行焊接，整体受热

均匀，有利于减少矩形柱体长度方向的焊接弯曲变形。

[0050]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5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

骤中，还包括：将所述埋弧焊丝与所述第一焊接板1之间角度α调整为70～75°，如图3所示，

可避免焊丝的导电嘴与侧板3发生接碰短路导致焊接中止，且对称布置焊道，焊缝成形效果

更好。

[0051]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二填充焊道7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

骤中，还包括：将所述埋弧焊丝与所述第二焊接板2之间角度α调整为70～75°，如图4所示，

可避免焊丝的导电嘴与侧板3发生接碰短路导致焊接中止，且对称布置焊道，焊缝成形效果

更好。

[0052]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利用CO2保护焊在所述一焊接板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3之间

焊接第一打底焊道4的步骤或者所述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外坡口与所

述侧板3之间焊接第二打底焊道6中，还包括：将所述CO2保护焊的焊接电流调整为180￣

220A，焊接电压调整为28￣30V，焊接速度调整为33cm/min。整体焊接热输入量较小，原因是

对称面的坡口根部要经历焊接－＞碳弧气刨清根－＞再焊接的3次受热过程，多次热循环

会使焊接接头的金相组织晶粒容易长大粗化，使得接头的低温耐冲击性降低，而药芯焊丝

的CO2保护焊方法采用小线能量进行焊接，使焊后的接头金相组织晶粒更细化，以便满足接

头经3次受热后的低温耐冲击性要求，且药芯焊丝直径小，焊接电弧的能量较集中，能尽可

能的焊透坡口尖角处，减少对称坡口的碳刨清根工作量。

[0053]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利用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1的外坡口与所述侧板3

之间焊接第一填充焊道5的步骤或者所述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外坡口

与所述侧板3之间焊接第二填充焊道7的步骤中中，还包括：将所述CO2保护焊的焊接电流调

整为250￣290A，焊接电压调整为31￣34V，焊接速度调整为36cm/min。所述第一填充焊道5

和所述第二填充焊道7由于位置不同及变化，受热循环影响小，可以使用较大的焊接参数，

整体焊接热输入量大约多打底焊道的30％。

[0054]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利用埋弧焊在所述第一填充焊道5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

骤或者所述利用所述埋弧焊在所述第二填充焊道7上方进行自动焊接的步骤中，还包括：将

所述埋弧焊的焊接焊接电流调整为600￣700A，焊接电压调整为31￣34V，焊接速度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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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cm/min。在进行埋弧焊焊接时，有所述第一打底焊道4和第一填充焊道5或者所述第二打

底焊道6和第二填充焊道7的保护，避免焊穿坡口根部，可进行大线能量的的自动焊接，所述

埋弧焊的整体焊接热输入量是CO2保护焊的2.5倍，焊接效率提高2￣3倍，大大提高了整体

的焊接效率，降低焊工的劳动强度，所述埋弧焊的焊接质量稳定，焊缝成形美观，用来填充

及盖面焊接有利于提高焊缝的外观成形质量，减少焊缝的打磨整形工作量。此外，为了便于

焊接操作，可在所述第一焊接板1或者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上方靠中侧位置布置埋弧焊小

车，能对两侧外坡口进行自动焊接。

[0055]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二焊接板2的内坡口和所述侧

板3之间进行焊接的步骤或者在所述利用所述CO2保护焊在所述第一焊接板1的内坡口和所

述侧板3之间进行焊接的步骤中，还包括：将所述CO2保护焊的焊接电流调整为250￣290A，

焊接电压调整为31￣34V，焊接速度调整为36cm/min，在对所述矩形柱体的内部坡口焊接

时，可采用与所述第一填充焊道5或所述第二填充焊道7同样的参数进行焊接，保证焊接效

率和焊接效果。

[0056] 此外，本实施例中CO2保护焊采用的焊材是符合GB/T  10045E501T－1型号的药芯

焊丝，规格φ1.2mm；埋弧焊采用的焊材是符合GB/T5293F5A2－H10Mn2型号的埋弧焊丝和焊

剂组合。已将该焊接方法进行了焊接工艺评定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焊缝成形美观，各项焊接

力学性能满足设计及标准要求，焊接效率高，工艺获得了DNV.GL船级社的认可。

[0057] 综上，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矩形柱体焊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采用CO2保护

焊和埋弧焊结合的方式对起重柱柱体的焊接板和侧板3进行焊接，发挥两种焊接方式各自

的优点，提高整体焊接效率及焊接质量；(2)通过翻转的方式将所述第一焊接板1和所述第

二焊接板2的坡口置于平角焊位置，降低施焊难度及提高施焊效率，改善焊工的施焊环境，

焊接质量也容易保证；(3)在焊接过程中，可对所述第一焊接板1和所述第二焊接板2同步焊

接，受热均匀，有利于减少矩形柱体长度方向的焊接弯曲变形；(4)两种焊接方式的参数匹

配，保证焊接接头的焊缝成形质量及力学性能满足设计及标准要求。

[0058] 上方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替换，这些改进和替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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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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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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