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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电弧增材成形形貌的反馈控制装置及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TIG电弧增材成形形貌的反

馈控制装置及方法，其装置的特征在于：TIG焊机

的电极夹连接焊丝；所述焊丝经霍尔电压传感器

和A/D转换器连接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连接送丝

机。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势在于巧妙地

利用了电弧中带电粒子（电子）在TIG焊的焊丝上

分配比例变化间接检测基体表面起伏变化，无需

外加其他的检测装置，如弧长传感器等，控制系

统简单易行，成本低廉，效果显著。尤其对于增材

制造而言，焊枪夹持部位结构简单，可达性高，便

于实现复杂三维结构的快速成形。此外，采用此

方法可在堆焊成形时实现焊丝上同时引弧，具有

热丝的效果，显著增加了成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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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TIG电弧增材成形形貌的反馈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1：将焊丝与TIG焊机的电极夹相连，在WAAM成形过程中，焊丝同时作为引弧的电

极；

步骤S12：采集焊丝上的电压信号，并建立弧长变化与焊丝分流比例的关系；采用霍尔

电压传感器实时采集堆焊成形过程中焊丝上的电压值，通过A/D转换器将采集获得的电压

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输入到控制器，作为控制器的输入信号；

步骤S13：控制器通过对比分析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的差值，调整送丝机滚轮驱动电机

的电流大小，从而实时调整送丝速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IG电弧增材成形形貌的反馈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TIG

焊机采用德国EWM  Tetrix  521  AC/DC焊机；堆焊成形5356铝合金零件；焊接电流：峰值

180A/基值130A，占空比：1/2，氩气流量：10L/min，弧长：5mm，焊速：250mm/min；所述输入信

号每增加1V，送丝机的送丝速度增大0.5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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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电弧增材成形形貌的反馈控制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TIG堆焊送丝速度的反馈控制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一种适用于TIG电弧

填丝增材制造（wire  and  arc  additive  manufacture,  WAAM）成形件表面形貌控制与修正

的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TIG电弧填丝增材制造（WAAM）以电弧为热源，采用逐层堆焊的方式制造金属实体

构件，其成形速度较高，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快速成形几千克至几吨的大型零部件，适用于大

尺寸复杂构件3D一体化增材制造。

[0003] 该技术基于材料学科与数字化控制手段深度结合而发展，与激光、电子束等载能

束相比，电弧具有特殊的“力”、“热”、“能”特征，成形过程中，熔池内液态金属在重力、电弧

力和表面张力作用下，随热源的移动不断由熔池凝固析出，实现逐层累积增材制造，熔池体

系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与能量输入输出，极易受外界扰动而失稳，形成隆起或凹陷等表面波

动缺陷。并在连续堆焊成形过程中，这种缺陷表现出特殊的时、空非连续“遗传”特性，若不

加以控制，成形形貌缺陷将延续到整个成形过程，且形貌波动程度逐渐增大。与电弧连接技

术不同，WAAM成形时并无熔深要求，因此，以往的基于焊接热输入的控制，在保证熔深的基

础上，优化焊缝成形的控制方法在WAAM成形技术中并不适用，焊接热输入的改变，将显著改

变单道成形的有效宽度，使得成形形貌一致性变得更差。此外，该增材制造技术成形速率较

快，熔池体系快速地进行着物质、能量输入输出，极易受到外场扰动而失稳，加之电弧的不

稳定性（阳极斑点漂移、磁偏吹等），伴随成形过程常产生成形形貌缺陷，如隆起和凹陷。因

此，设计一种满足于WAAM的成形性要求的，可以实时对隆起、凹陷等成形形貌缺陷进行检测

与修补的反馈控制手段，对于提高WAAM成形表面质量至关重要，是获得WAAM成形形貌稳定

性的关键技术。

[0004] 目前，在现有技术中，对于WAAM成形形貌的修复及控制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0005] 1.控制成形过程热输入（电流、焊度）

[0006] 采用控制成形热输入的方法实现对成形形貌缺陷的修复，是目前保证WAAM成形一

致性的主要手段，其使用电弧传感器通过监测弧压对成形件表面起伏的响应而实时调整堆

焊成形电流，通过控制熔池温度及特征尺寸利用液态熔池表面张力消除成形件表面起伏缺

陷；改变焊炬移动速度虽然热源能量输入密度不变，但其同时改变了熔池物质、能量输入，

获得有效堆高的同时往往有效宽度也相应增大，这不利于多道成形时有效搭接量的设计，

即其高度一致性的获得是以牺牲有效宽度一致性为前提的，若凹陷缺陷尺寸较小，这种方

法也难以精确控制，难以实现数字、自动化，现多用于开放成形系统的手工修复。

[0007] 2.复合增材制造

[0008] 复合制造方法是将WAAM成形系统与铣削加工结合，在成形表面形貌缺陷处利用铣

削机械加工的方法获得一致的成形表面，以消除形貌缺陷对后续连续成形的影响。该方法

以减材加工来获得一致的表面成形形貌不利于发挥WAAM高效成形的优势，且设备成本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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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此外，WAAM成形大尺寸成形件时受限于铣床的有效加工尺寸。

[0009] 在实现上述WAAM成形形貌控制与修复的过程中，现有技术中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0010] 第一类方法通过控制载能束能量密度、热输入效率和物质输入来修复表面成形形

貌缺陷，但无论是改变堆焊成形电流还是焊炬移动速度，熔池温度场及其特征尺寸都将发

生明显变化，熔池温度场和特征尺寸也即决定了单道成形的有效堆高和有效宽度。该方法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表面隆起和凹陷缺陷尺寸，但未从根本上解决WAAM的3D成形一致

性问题，获得堆高一致性的同时往往引入宽度波动缺陷，若只成形单壁薄壁件该方法尚可

行，多道搭接增材成形具有一定厚度的零件，该方法的形貌控制效果并不理想；

[0011] 第二类方法应用增材与减材组合制造技术，虽然该方法可行，但是若要实现数字

化自动增材制造，还需增加必要的辅助系统，如堆高及宽度的实时在线监测系统、铣削加工

尺寸的反馈控制等，成形系统复杂且设备成本增大，且铣削加工速度远低于堆焊成形速度，

不利于发挥WAAM低成本快速成形的优势。

发明内容

[0012] 为了保持WAAM成形形貌的3D一致性，实现对成形过程中“隆起”“凹陷”等缺陷的在

线修复，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在线检测WAAM成形过程中已成形部分表面高度，通过对高度变

化量进行采样，反馈调整送丝速度的形貌控制与修复的装置和方法，即通过下一道次堆焊

成形时反馈控制堆焊成形的物质输入，在不改变其他工艺变量的情况下，实现对表面隆起

或凹陷缺陷的有效修复，提高WAAM成形件表面质量。

[0013] 本发明可实现WAAM成形过程中在线监测已成形件表面成形形貌起伏而实时调整

送丝速度，通过控制熔池物质输入达到成形形貌一致性的目的。基于堆焊基体表面形貌起

伏实现送丝速度控制，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4] WAAM成形过程中，将焊丝与TIG焊机电极夹相连，焊丝同时作为引弧的电极，因成

形过程中焊枪（钨极）水平高度不变，当堆焊基体表面出现起伏时，钨极至工件表面的距离

随表面起伏而变化，即弧长改变。同时，因焊丝的送丝位置保持固定不变（距离钨极距离不

变），焊丝距工件表面的距离也随工件表面起伏而变化。弧长改变时，电流密度随之变化，相

对于钨极，焊丝所处位置虽然未改变，但是电流密度的变化使得焊丝上接收的电子数量发

生改变，即电子在基板与焊丝上的分配比例发生变化，而导致基板与焊丝之间存在一定的

电势差，这一电势差只与电弧电流密度有关，即受弧长影响。因此，可以通过采集焊丝上的

电压信号，并建立起弧长变化与焊丝分流比例的关系，即可通过焊丝上电压变化获得工件

表面起伏的形貌变化，继而调整焊速进行隆起或凹陷的修补。

[0015] 即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实现本发明目的：

[0016] 步骤S11：将焊丝与TIG焊机的电极夹相连，在WAAM成形过程中，焊丝同时作为引弧

的电极；

[0017] 步骤S12：采集焊丝上的电压信号，并建立弧长变化与焊丝分流比例的关系；通过

焊丝上电压变化获得工件表面起伏的形貌变化，继而调整焊速进行隆起或凹陷的修补。

[0018] 更具体地，本发明还提供了以下更为具体的装置和方法：

[0019] 一种TIG电弧增材成形形貌的反馈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TIG焊机的电极夹连接

焊丝；所述焊丝经霍尔电压传感器和A/D转换器连接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连接送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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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优选地，所述TIG焊机采用德国EWM  Tetrix  521  AC/DC焊机。

[0021] 一种TIG电弧增材成形形貌的反馈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22] 步骤S21：将焊丝与TIG焊机的电极夹相连，在WAAM成形过程中，焊丝同时作为引弧

的电极；

[0023] 步骤S22：采用霍尔电压传感器实时采集堆焊成形过程中焊丝上的电压值，通过A/

D转换器将采集获得的电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输入到控制器，作为控制器

[0024] 的输入信号；

[0025] 步骤S23：控制器通过对比分析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的差值，调整送丝机滚轮驱动

电机的电流大小，从而实时调整送丝速度。

[0026] 优选地，所述TIG焊机采用德国EWM  Tetrix  521  AC/DC焊机；堆焊成形5356铝合金

零件；焊接电流：180A(峰值)/130A(基值)，占空比：1/2，氩气流量：10L/min，弧长：5mm，焊

速：250mm/min；所述输入信号每增加1V，送丝机的送丝速度增大0.5m/min。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势在于巧妙地利用了电弧中带电粒子（电子）在TIG

焊的焊丝上分配比例变化间接检测基体表面起伏变化，无需外加其他的检测装置，如弧长

传感器等，控制系统简单易行，成本低廉，效果显著。尤其对于增材制造而言，焊枪夹持部位

结构简单，可达性高，便于实现复杂三维结构的快速成形。此外，采用此方法可在堆焊成形

时实现焊丝上同时引弧，具有热丝的效果，显著增加了成形效率。

附图说明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装置整体构造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作为参照的送丝速度恒定不变的成形件表面形貌示意图；

[0031] 图3是采用本发明实施例方法进行送丝速度反馈控制的成形件表面形貌示意图；

[0032] 图中：1-焊丝；2-TIG焊枪；3-霍尔电压传感器；4-A/D转换器；5-控制器；6-送丝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让本专利的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细说

明如下：

[0034]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将焊丝1与TIG焊机的电极夹相连，在WAAM成形过程中，

配合TIG焊枪2的动作，焊丝1同时作为引弧的电极。

[0035] 之后，利用霍尔电压传感器3实时监测堆焊成形过程中焊丝1上的电压值，通过A/D

转换器4将此电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输入到控制器5，作为控制器5采集信号。

[0036] 控制器5通过对比分析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的差值，对前一道已成形件表面形貌

进行判断，调整送丝机6滚轮驱动电机的电流大小，实现送丝速度的实时优化。

[0037] 作为一个示例的优选方案，在本实施例中，采用德国EWM  Tetrix  521  AC/DC焊机

进行堆焊成形5356铝合金零件时，焊接电流180A(峰值)/130A(基值)，占空比1/2，氩气流量

10L/min，弧长5mm，焊速250mm/min，控制策略为焊丝1上分流电阻电压增加1V，焊丝1送丝速

度增大0.5m/min时，成形件表面形貌一致性最好，如图3所示，相比于图2采用送丝速度恒定

不变的策略的效果，其成形件表面形貌一致性显著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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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专利不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专利的启示下都可以得出其它各

种形式的TIG电弧增材成形形貌的反馈控制装置及方法，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

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专利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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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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