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596353.5

(22)申请日 2019.07.0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25283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9.20

(73)专利权人 天津市永昌焊丝有限公司

地址 300300 天津市东丽区开发区六经路

(72)发明人 侯云昌　李振建　孙得印　姜雪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滨海科纬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2211

代理人 戴文仪

(51)Int.Cl.

B21C 1/02(2006.01)

B21C 43/04(2006.01)

B23K 35/30(2006.01)

审查员 张晓娇

 

(54)发明名称

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

工艺及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

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及应用，其中，70公斤以

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采用无

酸除锈机进行焊丝拉拔，拉拔过程包括以下步

骤：(1)将无酸洗除锈机转速程序化；(2)在无酸

洗除锈机的进口端增设90‑110目砂布带，出口端

增设110‑130目砂布带；(3)保证盘条的可拉拔

性，并且将无酸洗除锈机电机功率由22kw变为第

一个电机30‑37kw,其余电机均为20‑28kw，增加

拉拔时的动力；(4)根据不同强度的焊丝压缩率

的变化，制定模具的配比，并进行粗拉工序和细

拉工序。本发明所述的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

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生产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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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其特征在于：采用无酸洗除锈机进

行焊丝拉拔，拉拔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1）将无酸洗除锈机转速程序化：控制试验过程中无酸洗除锈机的起始转速为500‑

700r/min，且每生产1吨焊丝转速增加一次，每次转速增加30‑80r/min；

（2）在无酸洗除锈机的进口端增设100目砂布带，出口端增设120目砂布带，对完成初步

除锈的盘条表面进行进一步除锈及抛光，保证焊丝后续镀铜质量；

（3）保证盘条的可拉拔性，将无酸洗除锈机所有电机功率由22kw变为第一个电机35kw, 

其余电机均为27kw，增加拉拔时的动力；

（4）根据不同强度的焊丝压缩率的变化，制定模具的配比，并进行粗拉工序和细拉工

序；

所述焊丝为低合金高强度焊丝，其中：70公斤高强钢焊丝化学组成为：C≤0.11wt%，Mn 

1.4‑1.9  wt%，Si≤0.8  wt%，S≤0.025  wt%，P≤0.025  wt%，Ni  0.5‑1.55  wt%，Mo  0.2‑0.6 

wt%，Ti≤0.16  wt%，Cr≤0.3  wt%，Cu≤0.5  wt%，其余元素≤0.5  wt%，其余均为铁元素；70

公斤以上的80公斤高强钢焊丝化学组成为：C≤0.11wt%，Mn  1 .4‑1 .85  wt%，Si0.40‑1 .00 

wt%，S≤0.025  wt%，P≤0.025  wt%，Cr0.25‑0.60  wt%，Ni1.20‑2.40  wt%，Mo  0.2‑0.6  wt%， 

Cu≤0.5  wt%，其余元素≤0.5  wt%，其余均为铁元素；盘条直径为5.45‑5.75mm；

步骤（4）中，70公斤及以下级别的焊丝粗拉工序经过7次拉拔，焊丝直径从5.45‑5.75mm

变化到2.60mm，压缩率为0.1‑0.14，7次拉拔速度在0.8‑4.5m/s之间；

步骤（4）中，70公斤以上级别的焊丝粗拉工序经过8次拉拔，焊丝直径从5.45‑5.75mm变

化到3.10mm，压缩率为0.03‑0.11，8次拉拔速度在0.8‑5m/s之间，前三次拉拔与后四次拉拔

之间、或者前四次拉拔与后三次拉拔之间增设退火处理；

步骤（4）中，70公斤及以下级别的焊丝细拉工序经过8次拉拔，焊丝直径从2.60mm变化

到1.23mm，压缩率为0.07‑0.09，8次拉拔速度在2.7‑8m/s之间；

步骤（4）中，70公斤以上级别的焊丝细拉工序经过8次拉拔，焊丝直径从3.10mm变化到

1.23mm，压缩率为0.04‑0.15，8次拉拔速度在2.7‑8m/s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其特征在

于：步骤（1）中，控制无酸洗除锈机的起始转速为600  r/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其特征在

于：步骤（1）中，每生产1吨焊丝转速增加一次，每次转速增加50  r/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其特征在

于：步骤（2）中，100目砂带和120目砂带的选择是以10倍显微镜观察粗拔下线的盘条表面氧

化皮去除干净，无划痕为依据。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生

产的焊丝在压力容器、工程机械、桥梁、管线、船舶、矿山机械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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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焊丝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级别

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及其生产的焊丝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制造业的高速发展，高强钢因具有高强度，能承受重载、较大压力等优点，在

船舶、油气管道、强量化车体等大型焊接结构件中受到青睐。针对市场需求，我公司开发的

高强钢产品主要有60公斤级、70公斤级、80公斤级和90公斤级4个系列，4个产品年销量 

2000吨。大力发展高强钢焊丝是我司的战略目标，也是今后焊丝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由于目

前生产高强焊丝时需采取退火工艺，此工艺存在生产制费高，劳动强度大，供货周期长等缺

点，严重制约我司高强钢实心焊丝的发展。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现实行70公斤及以下产品不

退火拉拔工艺，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

以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70公斤及以下产品可以免退火处理，70公斤以上产品在退火处理

之前进行预拉拔，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采用无酸除锈机进行焊丝拉拔，

拉拔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将无酸洗除锈机转速程序化：控制试验过程中无酸洗除锈机的起始转速为500 

‑700r/min，且每生产1吨焊丝转速增加一次，每次转速增加30‑80  r/min；

[0007] （2）在无酸洗除锈机的进口端增设90‑110目砂布带，出口端增设110‑130目砂布

带，对完成初步除锈的盘条表面进行进一步除锈及抛光，保证焊丝后续镀铜质量；优选的，

在无酸洗除锈机的进口端增设100目砂布带，出口端增设120目砂布带；

[0008] （3）保证盘条的可拉拔性，并且将无酸洗除锈机所有电机功率由22kw变为第一个

电机30‑37kw,  其余电机均为20‑28kw，增加拉拔时的动力；优选的，将无酸洗除锈机所有电

机功率由22kw变为第一个电机35kw,  其余电机均为27kw；

[0009] （4）根据不同强度的焊丝压缩率的变化，制定模具的配比，并进行粗拉工序和细拉

工序。

[0010] 优选的，所述焊丝为低合金高强度焊丝，其中：70公斤高强钢焊丝化学组成为：C≤

0.11wt%，Mn  1.4‑1.9  wt%，Si≤0.8  wt%，S≤0.025  wt%，P≤0.025  wt%，Ni  0.5‑1.55  wt%，

Mo  0.2‑0.6  wt%，Ti≤0.16  wt%，Cr≤0.3  wt%，Cu≤0.5  wt%，其余元素≤0.5  wt%，其余均

为铁元素；80公斤高强钢焊丝化学组成为：C≤0.11wt%，Mn  1 .4‑1 .85  wt%，Si0.40‑1 .00 

wt%，S≤0.025  wt%，P≤0.025  wt%，Cr0.25‑0.60  wt%，Ni1.20‑2.40  wt%，Mo  0.2‑0.6  wt%， 

Cu≤0.5  wt%，其余元素≤0.5  wt%，其余均为铁元素；盘条直径为5.45‑5.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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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步骤（1）中，控制试验过程中无酸洗除锈机的起始转速的选择优化是通过

试验确定的，具体是以50r/min的幅度递增，试验初始速度200  ‑800r/min  ，选择确定合适

的初始速度范围；经过试验筛选，初始速度在500‑700r/min可以达到要求；更为优选的，需

控制无酸洗除锈机的起始转速为600  r/min。

[0012] 优选的，步骤（1）中，每生产1吨焊丝转速增加一次，具体增加多少，是依据试验筛

选确定的，比如以5  r/min的幅度递增，试验转速增加10‑80  r/min，经过试验筛选，每生产1

吨焊丝转速增加一次，增加量为30‑80r/min可以基本达到要求，但更优选的为50  r/min。

[0013] 优选的，步骤（2）中，100目砂带和120目砂带的选择是以10倍显微镜观察粗拔下线

的盘条表面氧化皮去除干净，无划痕为依据。

[0014] 优选的，步骤（4）中，70公斤及以下级别的焊丝粗拉工序经过7次拉拔，焊丝直径从

5.45‑5.75mm变化到2.60mm，压缩率为0.1‑0.14。

[0015] 优选的，步骤（4）中，70公斤及以下级别的焊丝粗拉工序第一次拉拔润滑粉采用

G48钙基润滑粉，后6次拉拔润滑粉采用G88钠基润滑粉，7次拉拔速度在0.8‑4.5m/s之间。

[0016] 优选的，步骤（4）中，70公斤以上级别的焊丝粗拉工序经过8次拉拔，焊丝直径从

5.45‑5.75mm变化到3.10mm，压缩率为0.03‑0.11，且第一次拉拔润滑粉采用G48钙基润滑

粉，后7次拉拔润滑粉均采用G88钠基润滑粉，8次拉拔速度在0.8‑5m/s之间，前三次拉拔与

后四次拉拔之间、或者前四次拉拔与后三次拉拔之间增设退火处理。

[0017] 优选的，步骤（4）中，70公斤及以下级别的焊丝细拉工序经过8次拉拔，焊丝直径从

2.60mm变化到1.23mm，压缩率为0.07‑0.09，且8次拉拔均采用G88钠基润滑粉，8次拉拔速度

在2.7‑8m/s之间。

[0018] 优选的，步骤（4）中，70公斤以上级别的焊丝细拉工序经过8次拉拔，焊丝直径从

3.10mm变化到1.23mm，压缩率为0.04‑0.15，且8次拉拔均采用G88钠基润滑粉，8次拉拔速度

在2.7‑8m/s之间。

[0019] 本发明还涉及如上所述的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生产的

焊丝在压力容器、工程机械、起重机械、桥梁、管线、船舶、矿山机械领域的应用

[0020]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所述的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

具有以下优势：

[0021] 本发明所述的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  实现了70公斤级

及以下产品不退火生产，焊丝单吨生产成本下降500元以上，生产周期缩短3天，焊丝焊接飞

溅、电弧稳定性、成型等工艺性均有显著提升；同时，在退火处理之前的3‑4次粗拉拔，可看

成是对70公斤级以上产品的预拉拔。本项目将为我司高强钢实心焊丝更具市场竞争力。

[0022] 本发明所述的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可以生产直径在

0.8‑1.6mm之间的气保焊丝和直径在1.6‑4.8mm之间的氩弧焊丝。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实施例1中焊丝的铜膜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除有定义外，以下实施例中所用的技术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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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相同含义。以下实施例中所用的试验试剂，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生化试剂；所述

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26] 70公斤以下、70公斤及以上高强钢焊丝拉拔工艺，采用无酸除锈机进行焊丝拉拔，

拉拔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按照新砂带转速低、随着生产进行和砂带的磨损逐步提升转速的原则，将无酸

洗除锈机（后面简称砂带机）转速程序化，保证盘条除锈效果不受砂带使用时间和磨损程度

得影响。具体来说，控制试验过程中无酸洗除锈机的起始转速为200  ‑800r/min，从200  r/

min开始逐渐以50r/min的增幅递增至800  r/min，对起始速度的进行筛选确定。试验发现，

当初始转速为500‑700r/min时，可以基本满足要求。但同时，试验也发现，当转速低于600r/

min时，盘条表面虽然无严重划痕，但是清洁不干净导致后续焊丝表面发黑，焊接工艺性差，

飞溅大。当转速高于600r/min时，盘条表面可以清洁干净，但是划痕稍多且成本提高，因此

综合考虑选取初始转速最优选为600r/min。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当拉拔一定量盘条后，盘条

开始清除不干净，在拉拔过程发现生产1吨焊丝后砂布机开始清洁度能力下降，因此考虑每

生产1吨焊丝增加一次转速，试验增加转速，转速是从高到低逐渐增加的，每次5  r/min，直

至转速增加至10‑80  r/min。经试验确定每生产1吨焊丝，转速增加30‑80  r/min都有可以基

本满足要求，但砂布带机转速自动增加50r/min的转速增加量是在保证盘条清理干净的前

提下，性价比最高的。

[0028] （2）在无酸洗除锈机的进口端增设90‑110目砂布带，出口端增设110‑130目砂布

带，对完成初步除锈的盘条表面进行进一步除锈及抛光，保证焊丝后续镀铜质量。在高倍显

微镜下观察盘条表面的划痕情况，根据打磨干净程度及盘条表面刮痕情况，确定适宜目数

的砂带。通过10倍显微镜观察粗拔下线的盘条表面，如果观察到氧化皮去除干净，无划痕则

为合格。采用100目以下的砂布带，能观察到划痕，100目以上的砂布带则氧化皮去除不是十

分不干净，所以，作为本发明更佳的一个实施方式，在无酸洗除锈机的进口端增设100目砂

布带，出口端增设120目砂布带，100目的砂布带可以打掉盘条表面的残留锈迹，120目的不

会出现太深的划痕。

[0029] （3）保证盘条的可拉拔性，并且将无酸洗除锈机所有的电机功率由22kw变为第一

个电机30‑37kw  kw ,包括第二个电机在内的其余所有电机均为20‑28kw，增加拉拔时的动

力；更优选的，将无酸洗除锈机电机功率由22kw变为第一个电机35kw,  其余电机功率均变

为27kw；

[0030] （4）根据不同强度的焊丝压缩率的变化，制定模具的配比，由于强度的不同，调整

拉拔速度，最终实现线材的可拉拔性，并进行粗拉工序和细拉工序，最终获得直径在0.8‑

1.6mm的气保焊丝或直径在1.6‑4.8的氩弧焊丝。

[0031] 本发明中所述经拉拔工艺拉拔后得到的焊丝为低合金高强度焊丝，其中：70公斤

高强钢焊丝化学组成为：C≤0.11wt%，Mn  1 .4‑1 .9  wt%，Si≤0.8  wt%，S≤0.025  wt%，P≤

0.025  wt%，Ni  0 .5‑1 .55  wt%，Mo  0 .2‑0 .6  wt%，Ti≤0.16  wt%，Cr≤0.3  wt%，Cu≤0.5 

wt%，其余元素≤0.5  wt%，其余均为铁元素；  80公斤高强钢焊丝化学组成为：C≤0.11wt%，

Mn  1 .4‑1 .85  wt%，Si0.40‑1 .00  wt%，S≤0.025  wt%，P≤0.025  wt%，Cr0.25‑0.60  wt%，

Ni1.20‑2.40  wt%，Mo  0.2‑0.6  wt%，  Cu≤0.5  wt%，其余元素≤0.5  wt%，其余均为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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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条直径为5.45‑5.75mm。

[0032] 作为本发明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步骤（4）中，70公斤及以下级别的焊丝粗拉工序

经过7次拉拔，焊丝直径从5.45‑5.75mm（这里也可以理解为盘条直径）变化到2.60mm，压缩

率为0.1‑0.14。

[0033] 作为本发明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步骤（4）中，70公斤及以下级别的焊丝粗拉工序

第一次拉拔润滑粉采用G48钙基润滑粉，后6次拉拔润滑粉采用G88钠基润滑粉，7次拉拔速

度在0.8‑4.5m/s之间。

[0034] 作为本发明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步骤（4）中，70公斤及以下级别的焊丝细拉工序

经过8次拉拔，焊丝直径从2.60mm变化到1.23mm，压缩率为0.07‑0.09，且8次拉拔均采用G88

钠基润滑粉，8次拉拔速度在2.7‑8m/s之间。

[0035] 作为本发明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步骤（4）中，70公斤以上级别的焊丝粗拉工序经

过8次拉拔，焊丝直径从5.45‑5.75mm（这里也可以理解为盘条直径）变化到3.10mm，压缩率

为0.03‑0.11，且第一次拉拔润滑粉采用G48钙基润滑粉，后7次拉拔润滑粉均采用G88钠基

润滑粉，8次拉拔速度在0.8‑5m/s之间，前三次拉拔与后四次拉拔之间、或者前四次拉拔与

后三次拉拔之间增设退火处理。这里针对70公斤以上级别的焊丝，在退火处理之前的前三

次拉拔或前四次拉拔，可以称为预拉拔。

[0036] 作为本发明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步骤（4）中，70公斤以上级别的焊丝细拉工序经

过8次拉拔，焊丝直径从3.10mm变化到1.23mm，压缩率为0.04‑0.15，且8次拉拔均采用G88钠

基润滑粉，8次拉拔速度在2.7‑8m/s之间。

[0037] 下面结合实施例1、对比例1、实施例2和对比例2来说明本发明的高强钢焊丝拉拔

工艺。

[0038] 一、实施例1‑2和对比例1‑2

[0039] 实施例1‑70公斤级免退火焊丝

[0040] 经拉拔后获得的焊丝为低合金高强度焊丝，其焊丝化学组成为：C≤0.11wt%，Mn 

1.4‑1.9  wt%，Si≤0.8  wt%，S≤0.025  wt%，P≤0.025  wt%，Ni  0.5‑1.55  wt%，Mo  0.2‑0.6 

wt%，Ti≤0.16  wt%，Cr≤0.3  wt%，Cu≤0.5  wt%，其余元素≤0.5  wt%，其余元素均为铁元

素；盘条直径为5.5mm。

[0041] 拉拔工艺为：

[0042] （1）将无酸洗除锈机转速程序化：控制无酸洗除锈机的起始转速为600r/min，且每

生产1吨焊丝转速增加一次，转速增加量为50  r/min；

[0043] （2）在无酸洗除锈机的进口端增设100目砂布带，出口端增设120目砂布带，对完成

初步除锈的盘条表面进行进一步除锈及抛光，保证焊丝后续镀铜质量；

[0044] （3）保证盘条的可拉拔性，并且将无酸洗除锈机的所有电机功率由22kw变为第一

个电机32kw,  包括第二个电机在内的所有其余电机的功率变为25kw，增加拉拔时的动力；

[0045] （4）根据不同强度的焊丝压缩率的变化，制定模具的配比，并进行粗拉工序和细拉

工序。其中，粗拔工序中各工艺参数见如表1，细拉工序中各工艺参数见表2。

[0046] 表1 实施例1中70公斤焊丝的粗拉工序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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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表2实施例1中70公斤焊丝的细拉工序工艺参数

[0049] 拉拔次数 1 2 3 4 5 6 7 8

焊丝直径(mm) 2.30 2.10 1.90 1.73 1.58 1.44 1.32 1.23

润滑粉 G88 G88 G88 G88 G88 G88 G88 G88

压缩率 ‑ 0.09 0.07 0.09 0.09 0.09 0.09 0.07

拉拔速度（m/s） 2.7 3.3 3.9 4.5 5.2 6.1 7.2 8

[0050] 经过多次试验发现当压缩率低时焊丝容易被拉断，太高时不能拉动，因此经试验

后确定了如上表1和表2所示的模具配比(也即工艺参数选择)。速度太低影响效率，速度太

高容易拉断故采取如上表所示拉拔速度。

[0051] 其中，本实施例中前两次粗拉拔，也即焊丝从初始直径5.5mm（也即盘条直径）经一

次拉拔后直径变为5.20mm，再经二次拉拔后直径变为4.7mm，这两次拉拔可以看成是对焊丝

的前处理。细拉工序是以粗拉第7次拉拔后直径变为2.6mm作为初始拉拔直径。

[0052] 对比例1‑70公斤级退火焊丝

[0053]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在焊丝粗拉拔工序中的第三次拉拔

直径变为4.2mm后，增设了退火处理，退火后才进行第4‑7次粗拉拔。其具体的工艺及焊丝直

径变化情况为：粗拉（含前处理——前两次拉拔可以看成是前处理）→4.2mm→退火→粗拉

→2.6mm→细拉→1.23mm。

[0054] 实施例2‑80公斤级预拉拔免退火焊丝

[0055] 经拉拔后获得的所述焊丝为低合金高强度焊丝，其焊丝化学组成为：C≤0.11wt%，

Mn  1.4‑1.85  wt%，Si0.40‑1.00  wt%，S≤0.025  wt%，P≤0.025  wt%，Cr  0.25‑0.60  wt%，Ni 

1.20‑2.40  wt%，Mo  0.2‑0.6  wt%，  Cu≤0.5  wt%，其余元素≤0.5  wt%，其余元素均为铁元

素；盘条直径为5.5mm。

[0056] 拉拔工艺为：

[0057] （1）将无酸洗除锈机转速程序化：控制无酸洗除锈机的起始转速为650r/min，且每

生产1吨焊丝转速增加一次，转速增加量为55  r/min；

[0058] （2）在无酸洗除锈机的进口端增设95目砂布带，出口端增设125目砂布带，对完成

初步除锈的盘条表面进行进一步除锈及抛光，保证焊丝后续镀铜质量；

[0059] （3）保证盘条的可拉拔性，并且将无酸洗除锈机的所有电机功率由22kw变为第一

个电机35kw,  包括第二个电机在内的所有其余电机的功率变为27  kw，增加拉拔时的动力；

[0060] （4）根据不同强度的焊丝压缩率的变化，制定模具的配比，并进行粗拉工序和细拉

工序。其中，粗拔工序中各工艺参数见如表3，细拉工序中各工艺参数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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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表3 实施例2中80公斤焊丝的粗拉工序工艺参数

[0062] 拉拔次数 1 2 3 4 5 6 7 8

焊丝直径（mm） 5.20 4.70 4.20 3.80 3.50 3.30 3.20 3.10

润滑粉 G48 G88 G88 G88 G88 G88 G88 G88

压缩率 ‑ 0.1 0.11 0.10 0.08 0.06 0.03 0.04

拉拔速度(m/s) 0.8 1.1 1.5 2 2.6 3.3 4.5 5

[0063] 表4实施例2中80公斤焊丝的细拉工序工艺参数

[0064] 品种 1 2 3 4 5 6 7 8

焊丝直径（mm） 2.10 2.00 1.85 1.75 1.50 1.40 1.32 1.23

润滑粉 G88 G88 G88 G88 G88 G88 G88 G88

压缩率 ‑ 0.05 0.08 0.06 0.15 0.07 0.06 0.04

拉拔速度(m/s) 2.7 3.3 3.9 4.5 5.2 6.1 7.2 8

[0065] 经过多次试验发现当压缩率低时焊丝容易被拉断，太高时不能拉动，因此经试验

后确定了如上表3和表4所示的模具配比(也即工艺参数选择)。速度太低影响效率，速度太

高容易拉断故采取如上表所示拉拔速度。

[0066] 其中，本实施例中焊丝从初始直径5.5mm（也即盘条直径）开始粗拉拔，前三次（直

径变为4.2mm）或前四次粗拉拔(直径变为3.8mm)可以看成是预拉拔工序，随后进行退火处

理，再进行后续剩下的5次或4次粗拉拔，最后一次粗拉拔后焊丝直径变为3.1mm，并以此作

为细拉拔的初始直径，进行细拉拔。

[0067] 对比例2‑80公斤退火焊丝

[0068]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2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粗拔工序中在焊丝直径经六次粗拔

后变为3.8mm，经五次粗拔后变为4.2mm，相比于实施例2，焊丝直径在3.8mm或4.2mm之前的

拉拔次数明显较多，同样的直径均多出2次拉拔工序，其具体的工艺及焊丝直径变化情况

为：粗拉（5.2mm‑5.1mm‑4.7mm‑4.5mm‑4.2mm）→3.8mm/4.2mm→退火→粗拉→3.1mm→细拉

→1.23mm。

[0069] 二、焊丝拉拔后性能检测数据

[0070] 1、焊丝镀铜后铜膜结合力及铜膜附着性

[0071] 镀铜后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铜膜结合力及铜膜附着性，衡量新工艺能否满足产

品质量要求。其中铜膜结合力应绕自身缠绕5圈后在10倍显微镜下观察，鳞片较多且大面积

存在即为不合格。铜膜附着性应无镀铜层脱落现象，铜膜致密性应在200倍显微镜下观察，

铜膜覆盖率95%以上（现象镀层均匀、光滑、致密）。

[0072] 以实施例1为例，其焊丝铜膜在200倍显微镜下观察的照片如图1所示。

[0073] 从图1可以看出，实施例1中的焊丝镀铜后铜膜几乎没有鳞片，结合力较强，同时镀

层均匀、光滑且致密，说明铜膜附着性和致密性都很好。

[0074] 2、焊丝自身及焊接工艺性对比、熔敷金属力学性能对比

[0075] 实施例1‑2和对比例1‑2中焊丝自身及焊接工艺性对比见表5；实施例1‑2和对比例

1‑2中熔敷金属力学性能对比见表6。

[0076] 表5焊丝自身及焊接工艺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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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焊丝 圈距（mm） 翘距（mm） 直径（mm） 焊丝阻力（kg） 焊丝抗拉强度（MPa）

对比例1 720 0 1.71/1.73 2.1 1409/1403

实施例1 690 0 1.69/1.70 1.8 1524/1525

对比例2 750 0 1.69/1.71 1.9 1520/1514

实施例2 710 0 1.68/1.72 1.8 1512/1510

  熔敷效率 焊缝成形 飞溅量（g） 导电嘴磨损（g） 焊接工艺性

对比例1 97.97% 良好 0.3231 0.0003 良好

实施例1 99.58% 良好 0.3729 0.0003 良好

对比例2 99.56% 良好 0.3514 0.0004 良好

实施例2 99.50 良好 0.3411 0.0003 良好

[0078] 表6熔敷金属力学性能对比

[0079]   抗拉强度（MPa） 屈服强度（MPa） 断面收缩率（%） 延伸率（%） 冲击温度（℃） 冲击吸收功（J）

对比例1 703 617 71 25 ‑20 146 126 171 173 153 167

实施例1 722 635 69 25.5 ‑20 147 164 126 161 182 178

对比例2 851 796 66 21 ‑20 156 162 158 167   169 171 

实施例2 849 795 67 22.5 ‑20 161 168 164 170 172 171

[0080] 从表5和表6中可以看出，经过退火后的焊丝与免退火或者预拉拔免退火的焊丝相

比能够达到相当的力学性能及焊接工艺性，焊丝各方面指标均优于国标GB/T  8110‑2008的

要求。

[0081] 本发明所述的拉拔工艺可成功实现70公斤级及以下产品不退火生产，焊丝单吨生

产成本下降500元以上，生产周期缩短3天，焊丝焊接飞溅、电弧稳定性、成型等工艺性均有

显著提升。此外，还可实现80公斤级以上产品的预拉拔。本发明所述的拉拔工艺将使我司高

强钢实心焊丝更具市场竞争力。

[0082] 本发明所述的高强焊丝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压力容器、工程机械、起重机械、桥

梁、管线、船舶、矿山机械等领域。

[008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110252833 B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0

CN 110252833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