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卷　第 2期
2 0 0 6年 2月

焊 接 学 报
TRANSACTIONS OF THE CH INA WELD ING INSTITUTION

Vo .l 27　　　No. 2

Feb ruary 2 0 0 6

薄板高速熔化极脉冲气体保护焊控制及实现

卢振洋 , 　黄鹏飞 , 　张撼鹏 , 　殷树言
　　　　　　　　　　(北京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 北京　100022)

摘　要:高速焊接条件下容易产生咬边等缺陷 , 实现大电流低电压的稳定焊接是解决

问题的关键 , 设计一种新型单周期弧压反馈闭环控制系统 , 在每一个周期内保证电弧电

压的平均值相同 , 可以实现快速稳定的弧长调节。对偶然发生的短路 ,采用相应的波形

控制方式。对脉冲参数进行优化 , 有效的减小了熔滴尺寸 ,缩短了弧长。试验表明 , 该

系统具有很强的电弧自身调节能力 ,相对于传统控制方式 , 在相同送丝速度条件下工作

电压可以降低 1 ～ 5V。在焊接速度 1. 3 m /m in时 ,仍可以有效地避免产生缺陷 , 焊缝成

形美观 , 背面熔透均匀 ,几乎没有飞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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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　　言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工业生产飞速发展 ,市场竞

争越来越激烈 ,各生产厂家为增强市场竞争力 ,越来

越强烈的要求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为提

高焊接速度 ,需要相应增大焊接电流 。但是 ,实践表

明 ,焊接速度的提高会带来一些与常规速度焊接时

不同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是焊缝成形差 ,出现焊

缝咬边等现象。解决高速焊接时焊缝咬边的问题 ,

是大幅度提高焊接生产率的关键。

目前对于焊缝咬边产生的原因 ,许多学者有不

同的观点 ,但有一点是公认的 ,这就是高速电弧焊只

有在大电流低电压条件下才能实现
[ 1 ～ 4]

。也就是

说 ,高速焊要求电弧具有良好的自身调节能力 ,在弧

长很短时 ,电弧能稳定的燃烧。此外 ,由于高速焊接

时 ,电弧和熔池的移动速度很快 ,电弧的导电空间不

断的更新跳跃 ,所以电弧作为热源的稳定性降低 。

而熔化极脉冲气体保护焊工艺(PMAG)具有较高的

峰值电流 ,在相同的热输入条件下 ,电弧挺度较好 ,

热输入稳定 ,适合于高速焊接工艺。

针对集装箱行业大量使用的 1. 6mm薄板对接

焊 ,研制了一种新型 PMAG焊接系统 ,在焊接速度

1. 3m /m in时 ,仍可以有效地抑制咬边等焊接缺陷

的产生 ,实现良好的单面焊双面成形。相对目前所

能达到的最高 1. 05m /m in,效率提高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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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方案设计

在熔化极脉冲气体保护焊中 ,焊丝的送进是均

匀的 ,而焊丝的熔化是脉动的。为了保证焊接过程

稳定 ,当电弧长度发生变化时 ,焊丝的熔化速度必须

相应迅速发生变化 , 使电弧恢复到原来的长度。

PM IG M/ AG焊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射滴过渡的稳定

性 ,所以 ,在电弧实现调节的同时还必须保证熔滴过

渡的稳定性。一般来说 , PMAG焊的基值电流很小 ,

对焊丝熔化的贡献不大 ,所以 ,保证熔滴过渡稳定的

关键在于保证脉冲能量的稳定性
[ 5 ～ 7]

。该机保持峰

值电流 、峰值时间以及基值电流不变 ,通过调整基值

时间来调节脉冲频率 ,从而达到调节焊丝熔化速度

的作用。采用电压信号表征电弧长度 ,当弧压变化

后 ,调整脉冲电流频率来调节弧长 ,这个过程就叫压

频转换。如图 1所示 ,焊接系统的核心为电流闭环

控制器 。焊接过程中 ,脉冲电流 、脉冲时间 、基值电

流保持不变 ,采样电弧电压和参考电压比较 ,如果电

弧电压升高 ,则表明弧长伸长 ,频率控制器增大基值

时间 ,使脉冲频率减小 ,焊丝熔化变慢 ,电弧长度减

小 ,保证焊接过程稳定。反之减小基值时间 。

为了实现高速焊 ,必须保证在大电流 、短弧长下

稳定的焊接 ,为此 ,主要采用如下控制方案:(1)设

计了一种全新的脉冲焊单周期控制法。该种控制方

式具有优异的动态响应性能 ,自身调节能力强 ,弧长

波动范围短 ,为实现高速焊接奠定了基础。 (2)实

现了稳定的脉冲 /短路混合过渡。在高速焊接中 ,弧

长很短 ,而熔池和熔滴都在高速的运动 ,发生短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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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熔化极脉冲气体保护焊控制方案

F ig. 1　Con tro l p ro ject o f PMAG we ld ing

不可避免的 。当短路发生时 ,必须进行快速准确的

控制 ,保证过程稳定。 (3)对脉冲参数进行优化 ,减

小熔滴尺寸。在 PMAG焊中 ,熔滴尺寸减小 ,意味

着电弧的自由空间增大 ,弧长有可能进一步缩短。

2　压频转换原理

传统控制方式的核心是通过压频转换控制系统

控制电弧的平均电压稳定 ,调节的灵敏度受系统动

态性能的限制 ,一般需要很多个脉冲周期后才可以

使电弧电压平均值达到设定的稳定值 。

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压频转换方式。如图 2所

示 ,从每一个脉冲的初始时刻开始 ,采样并计算电弧

电压 U arc的平均值 U av 。只要采样速率足够高 ,电弧

长度的信息都将在平均电压 U av中充分反映 。在脉

冲期间 ,该值一般会大于平均电压的设定值 U set ,但

是脉冲过后 ,平均电压随之降低 ,当该值同设定平均

电压相同时 ,给出电流脉冲信号 ,下一个脉冲周期开

始 。由上可知 ,只有当前一个周期的平均电压同设

定电压相等时 ,才会开始下一个周期 ,从波形上反

映 ,电弧电压在设定电压值以上的面积总是同以下

的面积相等 。电弧电压的平均值在任意周期内总是

保持同设定电压相同 。电弧长度只在一个很小的范

围内波动。

图 2　压频转换的机理

F ig. 2　Mechan ism o f vo ltage-frequency conve rt

从上面可以看出 ,焊接过程中的电弧电压在任

何一段时间内 ,其平均值都和设定值相同。系统稳

定时电弧平均电压不存在静态误差 ,在调节过程中 ,

每一个周期内电弧平均电压也不存在瞬态误差。系

统具有良好的动态响应性能 。

3　控制系统性能的优化

3. 1　短路脉冲混合过渡控制

目前的脉冲气体保护焊工艺 ,对弧长的调节是

闭环控制 ,但对熔滴过渡一般是开环控制。也就是

说 ,针对某一材料及焊丝直径 ,匹配固定的脉冲参

数。该种方法简单易行 ,但不能保证精确的一个脉

冲过渡一个熔滴。如果在焊接过程中 ,由于某种扰

动的作用 ,熔滴没有顺利过渡 ,此时焊丝端头的熔滴

尺寸较大 ,甚至与熔池短路。如果不加控制 ,则短路

的时间会相对较长 ,当下一个脉冲到来时 ,将会产生

很大的飞溅。

针对这种情况 ,采取波形控制方式 ,抑制短路飞

溅的产生 。如图 3所示 ,当短路发生时 ,先使电流保

持在一个较低值 ,滞后约 0. 5ms后再以合适的速度

上升 。这种方式在短路过渡焊接波形控制中被广泛

应用 。 PMAG焊中发生短路时 ,一般熔滴尺寸较大 ,

所以容易产生缩径 ,短路峰值电流一般不会很大 ,过

渡柔顺 ,产生的飞溅很少 ,而且颗粒细小 。

图 3　短路的控制方式

F ig. 3　Con tro lmode o f shot c ircu iting transfe r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条件下的短路并不是焊丝

的固态端头离熔池太近 ,而是由于前一个脉冲期间

熔滴没有过渡 ,熔滴尺寸过大引起的 。当短路小桥

爆断后 ,电弧长度有一个正的阶跃 ,此时焊丝端头的

固态部分到熔池的距离基本和正常条件下脉冲过后

的电弧长度相同。但是由于短路时电压很低 ,所以

经过压频转换后 ,脉冲周期会很短 。如果不加处理 ,

短路的发生将对压频转换产生影响 ,这会使电弧长

度过长。文中在短路期间对电压信号也进行了加权

处理 ,所以对周期的扰动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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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熔滴过渡尺寸的优化

上面研究了在相同热输入的条件下 ,尽可能的

增大熔敷金属量以避免咬边 ,所以要求取较高的脉
冲电流 。同时 ,脉冲参数的选取还必须满足熔滴过

渡的要求。在脉冲焊中 ,为了提高焊接速度 ,需要降

低电弧电压 ,但是由于弧长缩短造成的短路对焊接

过程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干扰作用。为了避免在低电
压的条件下造成短路 ,要求尽可能地减小熔滴的尺

寸 。为此 ,研究了不同脉冲峰值电流条件下的熔滴

过渡的状况 。试验参数如下。

焊 丝 直 径: 1. 2 mm , 焊 丝 牌 号:锦 泰
H08M n2SiA ,送丝速度设定:3. 3m /m in,保护气成分

及流量:A r80%+CO2 20%、 15 L /m in,焊丝干伸长:

15mm ,焊接速度 0. 5m /m in,母材及板厚:Q235钢 、

3mm ,电流极性:直流反接。
首先在固定脉冲峰值电流的条件下研究脉冲时

间对熔滴过渡的影响 。随着脉冲时间的减小 ,脉冲

电流和熔滴过渡的频率逐渐增大。这表明随着脉冲

时间的减小 ,脉冲能量降低 ,所以熔滴的尺寸也相应
减小。但是 ,当脉冲时间小于 2m s时 ,开始出现多

脉一滴的情况。所以 2ms的脉冲宽度就是脉冲峰

值电流在 450A时的最小脉冲时间 ,而约 73H z也

是峰值电流为 450A时的最高熔滴过渡频率。
在上面相同的焊接参数条件下 ,分别在不同的

脉冲峰值电流条件下 ,改变脉冲宽度 ,研究脉冲电流

频率和熔滴过渡频率的关系 ,得到如图 4所示曲线 。

图 4　不同峰值电流下的最大过渡频率

F ig. 4　Maxmi um transfer frequency of d ifferent peak current

由图 4可知 ,当脉冲电流峰值为 450A时 ,熔滴

过渡的频率是最高的 。熔滴过渡过程一般是在两种

过程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首先是脉冲的能量使焊

丝熔化 ,其次是脉冲电流产生的电磁收缩力使焊丝

端头的熔滴产生缩颈 ,然后使熔滴脱离焊丝的端头 ,

产生熔滴过渡。研究表明 ,脉冲电流的最小临界值

为 380A ,此时一个脉冲过渡一个熔滴的区域很大 。

当峰值电流逐渐增大时 ,由于电磁收缩力和电流的

平方成正比 ,所以电磁力迅速增加 ,这样即使是较小

的熔滴 ,也可以使其产生缩颈。而这样的熔滴体积

可能在小电流下是无法产生缩颈的 ,也就不可能产

生熔滴过渡。所以 ,增大峰值电流 ,可以使熔滴的尺
寸减小。但是 ,这种减小是有限度的 。当峰值电流

很大时 ,脉冲能量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 ,脉冲时间

过长 ,则可能导致一个脉冲过渡多个熔滴 ,而且焊丝

的端头会拉长 ,这样会很容易产生短路 。而脉冲时
间过小 ,又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 ,而且由于缩颈过程

是一个机械过程 ,需要一定的时间 ,脉冲时间太短 ,

熔滴缩颈还没有到达临界值 ,脉冲力就已经开始减

小了 ,所以无法顺利产生熔滴过渡 。所以 ,脉冲峰值
电流达到一临界值 ,就不能再继续提高过渡频率 ,减

小熔滴尺寸。如图 5所示 ,脉冲峰值电流在 450A

时 ,可以达到最大的熔滴过渡频率 ,熔滴尺寸细小且

过渡均匀 ,直径约为 1. 1mm。

图 5　脉冲焊熔滴尺寸细小均匀

F ig. 5　F ine symmetr ica ld rops o f PMAG

4　工艺性能试验

4. 1　电弧自身调节性能试验

为了验证电弧负载调节下的系统调节性能 ,进

行了电弧长度的阶跃扰动试验。具体工艺参数为送
丝速度 8m /m in,电压 28V ,焊丝直径Ф1. 2mm ,焊

丝材料:锦泰 JM -56,导电嘴到工件距离:18mm ,台

阶高度 5mm ,焊接速度 0. 5m /m in。保护气 A r80%

+CO2 20%,保护气流量 15 L /m in。
在电弧靠近台阶附近时 ,由于磁偏吹的作用 ,电

弧长度拉长 ,所以脉冲周期相应变长 ,在过台阶时 ,

弧长迅速缩短 ,脉冲周期也减小 。图 6所示为脉冲

周期在过台阶时的变化过程 ,由图中可以看出 ,电弧
长度发生扰动后 ,系统可以在 300m s内达到稳定。

此时焊枪的移动距离只有约 2. 5mm ,考虑到电弧经

过台阶时会使台阶熔化 ,实际的弧长扰动过程其实

刚刚结束 ,所以系统的响应性能是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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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脉冲周期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F ig. 6　Var ia tion o f pu lse per iod w ith d iffe rence tmi e

4. 2　焊接工艺参数对比试验

为了对比不同控制方式的电弧自身调节特性 ,
该机和福尼斯公司的 TPS2700,肯比公司的 PROM-
IG -500进行了对比试验 。试验条件如下 。

焊丝直径  1. 2mm ,型号为锦泰 JM - 56 ,焊接
材料为 Q235 , 保护气 体及流 量为 A r80% +
CO2 20%、15 L /m in,焊丝伸出长度为 18mm ,焊接速

度为 0. 5m /m in。
试验时先根据所用焊机的一元化参数进行焊

接 ,在焊接过程中调低电弧电压 ,当刚刚有短路发生
时 ,记下此时的电弧电压 。该电压表明焊接中不发
生短路的最低电压 ,电压越低 ,说明电弧调节能力越

强 ,可能达到的焊接速度也会越高。由图 7可以看

出 ,在相同的送丝速度条件下 ,该机的最低电压比肯
比和福尼斯公司的脉冲气体保护焊机低1 ～ 5V。但

其中福尼期的 TPS2700由于额定电流较小 ,最大送
丝速度只有 7m /m in。

图 7　相同送丝速度下工作电压区间对比

F ig. 7　Com par ison o f vo ltages in same w ire feed ra te

4. 3　高速焊接工艺试验
针对目前集装箱行业最常用的 1. 6 mm 厚板

材 ,进行了高速焊接工艺试验 ,条件如下。
焊丝直径: 1. 2mm ,焊丝牌号:锦泰 JM - 56,

送丝速度为 6. 6 m /m in, 保护气成分及流量为

A r80%+CO 2 20%、 15 L /m in,焊接速度 1. 3m /m in。

实际焊接电流为 190A ,电压 23V。

试验表明 ,焊缝正面成形良好 ,背面熔透均匀 ,

完全满足工艺要求 ,如图 8所示为焊逢成形 。

图 8　薄板高速焊接焊缝正面和背面成形

F ig. 8　Tapand toack appecrance o fw e ld o f h igh

speed GMAW　　　　　　　　

5　结　　论

(1)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单周期弧压反馈闭环控

制系统 ,在每一个周期内保证电弧电压的平均值相
同 ,可以实现快速稳定的弧长调节 ,弧长的波动很

小 ,适合高速焊接。
(2)对偶然发生的短路 ,采用相应的波形控制

方式 ,抑制了飞溅的产生 ,保证了压频转换的精度 。

(3)通过精确控制脉冲能量 ,减小了熔滴过渡
的尺寸 ,有效地减小了电弧的长度 。

(4)系统具有很强的电弧自身调节能力 ,相对

于传统控制方式 ,相同送丝速度条件下工作电压可
以降低 1 ～ 5V。

(5)在焊接速度达 1. 3m /m in时 ,可以有效地

避免产生缺陷 。焊缝成形美观 ,几乎没有飞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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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 Sh i-yao (S chool ofM aterials S cien ce and Engineering, Shandong U-

n iversity, Jinan 250061, Ch ina). 39 - 42

Abs tract:　Using preplaced Fe-based self-f lux m elting a lloy w ith

carb ide form ing elem ents Ti asw ell as graphi te, Fe-based a lloy com pos ite

coating reinforced by in situ TiC particles was produ ced on the subs trate

of carbon s teel by gas tungsten arc w eld ing (GTAW ) p rocess. M icro-

s tru cture and prop erties of th e coating w ere invest igated by m eans of

SEM , cEPMA , X-ray d iffractm eter and analysis system of im age. The re-

su lts show that the fine TiC particles, wh ich d istributed in the m atrix,

can b e form ed by using GTAW process. T iC part icles possess grad ien t

d istribution along the depth of th e coating. A good form at ion, m icrostru c-

tu re and properties of the composi te coating can be obtained by ad jus ting

the p rep laced th ickness of the coating, we lding param eters as w ell as a-

m ount of FeT i and graph ite.

Keyw ords:　GTAW; in si tu form ation;TiC particles;Fe-based

composite coating

Ana lys is of toughness in HAZ for X80 pipeline steel w elding　　LI

W ei-w ei1 , 2 , LIU Y a-xu1 , GAO Hu i-lin2 , ZHAO X in-w ei1 , FENG Yao-

rong1 , J I Ling-kang1(1. The Key Laboratory forM echan ical and Environ-

m en tal Beh avior ofTubu larGoods, CNPC, X i’ an 710065, C h ina;2. Xi’

an Petroleum University, X i’ an 710065, Ch ina). p43 - 46

Abs tract:　Th e m icrostructu re and p roperties of X80 steel w i ll be

ch anged greatly becau se of h eat cycle inw eld ing p rocess. Toughn ess is a

very important p roperty of long d is tan ce naturalgas tran sm iss ion pipeline.

The toughness ch aracteristic(Charpy-V im pact and crack open ing dis-

p lacem en t, .i e. CTOD)and reason of X80 C oarse G rained H eat A ffect

Zone (CGHAZ) w i th differen tw eld ing heat inpu ts w as analyzed by w eld

therm al sim u lation techn ique, m odern test and m icrostructu re ana lyses

m ethod s. Th e resu lts ind icted th at th e toughness ofCGHAZ of h igh er heat

inpu t is better than th at of low er heat inpu t in som e extend, and the

toughness vio len tly decrease as in creas ing of heat inpu t beyond the ex-

tend. The essen tia l reason of these resu lts is the d ifferen tm icros tru ctures

of CGHAZ for dif feren t heat inpu .t The low carbonm artens ite const ituen t

found for low er heat inpu tm akes CGHAZ toughness b e b ad.

Keyw ords:　X80 p ipeline steel;coarse grained heat affect zone;

heat inpu t;toughness

Pulsed gasm etal arc w elding of thin plate w ith high speed　　LU

Zhen-yang, HUANG Peng-fei, ZHANG H an-peng, YIN Shu-yan (Bei-

jing Un iversi ty of Techno logy, B eijing 100022, Ch ina). p47 - 50

Abs tract:　 It is the k ey prob lem to realize stab le arc w eld ing

p rocessw ith h igh cu rrent and low vo ltage in ord er to avoid the undercu t

occu red in high sp eed arc w e lding. A new k ind of sing le cycle voltage

feed back con trol system w as designed, w hich ensured th e con stant aver-

age voltage and stab le arc length in each pu lse cycle. No ise voltage w as

cu t off and w aveform of cu rren t du ring short circu itw as con trolled.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ystem h as an excellent arc length self-ad ju sting a-

b ili ty. Com pared w i th conven tional w eld ing pow er source, the w orking

voltage of the system can be decrease about 1 - 5V at the sam e w ire feed

rate. The w elding bead is very nice and defects are comp letely avoided

when th e we lding speed is h igh as 1. 3m /m in .

Key words:　 single chip com puter;inverter;pu lsed gasm etal arc

w eld ing

In fluence o f m ed ium-temper ing trea tm ent on m 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 fN ibased spray-welded coa ting on titan ium substra te　

　WANG Hong-yu, XU X iao-jing, CHEN K ang-m in, WANG Lan,

ZHANG Xue-feng (School ofM echanical Engin eering, J iangsu Universi-

ty, Jiangsu Zhen jiang 212013, Ch ina). p51 - 54, 58

Abstract:　The m icrostructu re and p roperties of N i based coating

on T i-6A l-4V a lloys substrate fab ricated by flam es spray-w eld ing and sub-

sequen tly treated by m edium-tem pering w ere s tud ied. The resu lts show

that a lot of h ard particles are separated ou t after the m ed ium-tem pering

treatm en t, w h ich h as the d ispersion streng then ef fect on sp ray-we lded

coating. A fter the m edium-tem pering treatm en t, the uni form ity of coat-

ing’ sm icrostructure is im proved, and the transi tion layerw idens obv iou s-

ly;and the m icro-h ardness of coating changesmore sm ooth ly along dep th

direction, and the grads gradien t of p roperties from soft sub strate to hard

coating decreases ob visou sly;and the m icro-hardness of the sp ray-we lded

su rface in creases a little, but the w ear loss of samp le after tem pering

treatm en t is on ly equal to that of 1 /2. 33 of th e before.

Key w ords:　m ed ium-tem pering; sp ray w eld ed coating; t itan ium

sub strate;m icrostructu re;p ropert ies

Effect o f sim ula ted w elding param etery on residua l stress o f vacuum

electron beam w elding　　CHEN Fu-rong1 , X IE Ru i-jun1 , ZHANG

Ke-rong1 , LIU Fang-jun2 , MAO Zh i-yong2(1. C ollege ofM aterials S ci-

ence and Engin eering, InnerM ongolia Univers ity of Technology, H uhho t

010062, Ch ina;2. Beijing AviationM anu factu ring Engineering In stitu te,

B ei jing 100024, C h ina). p55 - 58

Abstract:　The m easu rem en t of residu al s tress of elect ron beam

w eld ing need to expend great cos t, so it is important to num erical ly simu-

late the value and d istribut ion of w eld ing residual stresses. The w elding

tem peratu re field, the d istribu tion s of residual stresses of TC4 p lates w as

sim u lated w ith a three-dim ensional finite-elem en t m odel (FEM ). The

effects ofm ed ium and h igh accelerated voltage on the res idual stresses of

electron b eam w eld ing w ere m ain ly s tudied. Th e purpose is to stud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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