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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机器人双丝垂直立焊高

强钢构件的焊接方法，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将焊

接坡口加工为X型坡口，将待焊件点焊固定后用

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对待焊件进行打底

层、填充层及盖面层的焊接，其中焊接打底层时

两根焊丝沿焊接方向呈前后排列，焊接填充层与

盖面层时两根焊丝沿焊接方向呈并列排列。本发

明同时给出了获得合格焊缝的包含电弧电压及

电流焊接等规范。该方法能在较低成本下获得没

有熔池下淌、熔透度良好的合格焊缝，并能显著

提高焊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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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器人双丝垂直立焊高强钢构件的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两块高强钢构件板的焊接坡口加工为X型坡口；所述的高强钢构件成分为C：

≤0.18％、Si：≤0.50％、Mn:≤1.60％、S：≤0.035％、P：≤0.035％、Cr：0.09％‑1.20％、Ni：

0.60％‑3.00％、Mo：0.08％‑0.27％、V:0.04％‑0.10％；加工坡口角度为60°，钝边2‑4mm；

步骤2：通过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对待焊件的两端均进行点焊固定，使两块待焊件坡口的

钝边对齐，且两待焊件的间隙保持在1‑2mm；

步骤3：用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对待焊件进行打底层焊接，两根焊丝沿焊接方向

呈前后排列，焊接方向自下而上；焊接打底层时，机器人摆动幅度为3‑5mm，周期为0.5s；焊

接填充层时，机器人摆动幅度为3‑5mm，周期为0.5s；双丝焊枪与竖直方向呈30‑40°，双丝干

伸长15‑25mm，双丝间距10‑5mm；

步骤4：用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对待焊件进填充层焊接，两根焊丝沿焊接方向呈

并列排列，焊接方向自下而上；

步骤5：用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对待焊件进行盖面层焊接，两根焊丝沿焊接方向

呈并列排列，焊接方向自下而上，完成焊接；焊接盖面层时，机器人摆动幅度为4‑8mm，周期

为0.5s。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高强钢构件板的厚度小于25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用保护气为Ar与CO2混合气

体，气体流量20‑25L/min。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焊接工作参数如下，焊接速度

6.0‑10.0mm/s，送丝速度5.0‑8.0m/min,电流165A‑210A，电压17.0‑26.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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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器人双丝垂直立焊高强钢构件的焊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强钢构件板焊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机器人双丝垂直立焊高强

钢构件的焊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焊接作为船舶行业中的一项重要的关键技术，焊接工时和焊本成本占船体建造工

时与成本的30％‑50％，焊接质量和效率直接影响着船舶制造的质量、周期和成本。双丝脉

冲GMAW由于具有显著提高焊接速度和焊接熔敷率的优点已经成为高效化焊接领域应用最

多的焊接工艺，也是目前重点向各个领域推广的高效化焊接工艺之一。

[0003] 陆汉忠等.双丝间距对Q690E高强钢双丝MAG焊低温韧性的影响[J] .造船技术,

2015(5) .文中研究了双丝间距对焊缝接头低温韧性的影响。王克鸿等.高强合金钢中厚板

双丝焊接接头组织性能[J].焊接学报,2009,30(6) .文中对高强合金钢中厚板的双丝焊接

进行了研究，获得良好的中厚板高合金焊接接头并对其组织及力学性能进行了分析。杨嘉

佳等.基于熔池视觉特征的铝合金双丝焊熔透识别[J].焊接学报,2017,38(3) .文中对双丝

平焊的熔透识别进行了研究。周晓晓等.电压近似熵‑SVM铝合金双丝PMIG焊过程稳定性评

价[J].焊接学报,2017 ,38(3) .针对弧压信号对双丝平焊过程稳定性进行了评价.杨秀芝

等.基于ANSYS有限元对双丝焊焊接的三维温度场模拟[J].电焊机,2016,46(7) .其对双丝

平焊进行了温度场仿真模拟，对焊件残余应力与变形进行了预测。张辉等.低碳钢双丝气体

保护焊工艺设计[J].焊接技术,2016(10) .文中对低碳钢双丝气体保护焊工艺进行了研究。

邱继强等.双弧焊接工艺研究现状及进展[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6(8) .文中对双弧

焊工艺研究进展做了综述。以上，众多学者对双丝平焊做了大量研究，但鲜有对其垂直立焊

的成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双丝脉冲GWAM垂直立焊高强钢构件的工艺，根据该工

艺对高强钢构件进行焊接，焊接强度高，满足拉伸和冲击试验要求。

[0005] 一种机器人双丝垂直立焊高强钢构件的焊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将两块高强钢构件板的焊接坡口加工为X型坡口；

[0007] 步骤2：通过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对待焊件的两端均进行点焊固定，使两块待焊件坡

口的钝边对齐，且两待焊件的间隙保持在1‑2mm；

[0008] 步骤3：用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对待焊件进行打底层焊接，两根焊丝沿焊接

方向呈前后排列，焊接方向自下而上；

[0009] 步骤4：用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对待焊件进填充层焊接，两根焊丝沿焊接方

向呈并列排列，焊接方向自下而上；

[0010] 步骤5：用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对待焊件进行盖面层焊接，两根焊丝沿焊接

方向呈并列排列，焊接方向自下而上，完成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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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步骤1中，加工坡口角度为60°，钝边2‑4mm。

[0012] 进一步地，所用焊丝直径为1.2mm。

[0013] 进一步地，步骤3中，所用保护气为Ar与CO2混合气体，气体流量20‑25L/min。

[0014] 进一步地，步骤3中，双丝焊枪与竖直方向呈30‑40°，双丝干伸长15‑25mm，双丝间

距10‑5mm。

[0015] 进一步地，焊接打底层时，机器人摆动幅度为3‑5mm，周期为0.5s；焊接填充层时，

机器人摆动幅度为3‑5mm，周期为0.5s；焊接盖面层时，机器人摆动幅度为4‑8mm，周期为

0.5s。

[0016] 进一步地，步骤3中，焊接工作参数如下，焊接速度6.0‑10 .0mm/s，送丝速度5.0‑

8.0m/min,电流165A‑210A，电压17.0‑26.0V。

[0017]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显著优点如下：

[0018] 1、本发明实施例的高强钢构件双丝脉冲气体保护立焊工艺方法能够解决高强钢

构件立焊中出现的熔池易下淌、焊缝未熔合缺陷

[0019] 2、本发明在打底层的焊接过程中，由于两板之间间隙小而深，已发生焊偏和未焊

透的状况，本发明通过将双丝前后排列对打底层进行焊接，有效的避免了焊接过程中未焊

透的现象，减小了熔池的宽度，在保证焊透的同时，使熔池稳定的上移，而不发生流淌的现

象。

[0020] 3、本发明在填充层和盖面层的焊接时，待焊位置的宽度相对较大，本发明改用双

丝并列的模式，加上合适的参数调节以及摆弧动作，在增大了金属熔敷效率，也避免了熔池

流淌的现象。

[0021] 4，本发明保证了焊接质量，提高了焊接效率，同时抗拉强度与母材相近，为695‑

720MPa。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试板坡口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立焊双丝前后位置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立焊双丝并列位置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立焊打底层宏观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双丝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立焊盖面层宏观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技术方法不局限于以下所列举的实施例，还包括各实施例之间的任意组

合。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实施例中对高强钢构件双丝脉冲GMAW立焊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0] 待焊件先经铣削加工出X型焊接坡口，坡口角度为60°，钝边2‑4mm，对所述坡口及

其内外壁两侧30mm范围进行清理，直至露出金属光泽。待焊件为高强钢构件，其质量百分比

组成为：C：0.09％‑0 .14％、Si：0.17％‑0 .37％、Mn:0 .20％‑0 .60％、S：≤0.030％、P：≤

0.035％、Cr：0.09％‑1.20％、Ni：2.60％‑3.00％、Mo：0.20％‑0.27％、V:0.04％‑0.1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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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焊丝型号为wm960，直径1.2mm。用GMAW对待焊件进行点焊固定，两板间隙为1‑2mm。将待焊

件竖直放置并用夹具固定。使用双丝脉冲GMAW方法进行打底层、填充层及盖面层的焊接，所

用保护气为Ar与CO2混合气体，气体流量25L/min，双丝焊枪与竖直方向呈30°，双丝干伸长

17mm，双丝间距8mm，焊接打底层时，两根焊丝沿焊接方向呈前后排列，焊接填充层与盖面层

时两根焊丝沿焊接方向呈并列排列，其中焊接方向自下而上，焊接工作参数如下，焊接速度

8.0mm/s，送丝速度5.0m/min ,电流172.0A，电压19.4V,焊接打底层时，机器人摆动幅度为

3mm，周期为0.5s；焊接填充层时，机器人摆动幅度为3mm，周期为0.5s；焊接盖面层时，机器

人摆动幅度为4mm，周期为0.5s。

[0031] 所得高强钢构件板接头强度达到695MPa。

[0032] 实施例2

[0033] 本实施例中对高强钢构件双丝脉冲GMAW立焊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4] 待焊件先经铣削加工出X型焊接坡口，坡口角度为60°，钝边2‑4mm，对所述坡口及

其内外壁两侧30mm范围进行清理，直至露出金属光泽。待焊件高强钢构件，其质量百分比组

成为：C：0.09％‑0 .14％、Si：0 .17％‑0 .37％、Mn:0 .20％‑0 .60％、S：≤0.030％、P：≤

0.035％、Cr：0.09％‑1.20％、Ni：2.60％‑3.00％、Mo：0.20％‑0.27％、V:0.04％‑0.10％，所

用焊丝型号为碳钢焊丝，直径1.2mm。用GMAW对待焊件进行点焊固定，两板间隙为1‑2mm。将

待焊件竖直放置并用夹具固定。使用双丝脉冲GMAW方法进行打底层、填充层及盖面层的焊

接，所用保护气为Ar与CO2混合气体，气体流量25L/min，双丝焊枪与竖直方向呈30°，双丝干

伸长17mm，双丝间距8mm，焊接打底层时，两根焊丝沿焊接方向呈前后排列，焊接填充层与盖

面层时两根焊丝沿焊接方向呈并列排列，其中焊接方向自下而上，焊接工作参数如下，焊接

速度8.0mm/s，送丝速度6.5m/min,电流182.0A，电压20.6V,焊接打底层时，机器人摆动幅度

为3mm，周期为0.5s；焊接填充层时，机器人摆动幅度为3mm，周期为0.5s；焊接盖面层时，机

器人摆动幅度为4mm，周期为0.5s。

[0035] 所得高强钢构件板接头强度达到712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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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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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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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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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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