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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铝硅钎料进行了铝 F 钢异种合金 &,4 熔 A 钎焊试验，开发出了适用于 &,4
电弧热源下的特种钎剂，通过高速摄影观察了液态钎料的润湿铺展行为，并分析了接头

特性9 结果表明，特种钎剂能够显著促进钎料的润湿铺展，钎剂成分（质量分数，G）为：

改性的 )7H87HI 钎剂（J(8.E：J!(8.K，KC：!C）CC L DB，MN "$ L #$，*N "$ L #$，J#*O.K #

L C9 液态钎料的铺展包括两部分：一是通过成形槽，沿钢背面进行铺展，获得良好的背

面成形；二是沿坡口表面进行“上坡”铺展，实现焊缝正面成形9 铝 F 钢 &,4 熔 A 钎焊接

头具有熔焊与钎焊的双重性质，接头抗拉强度可达 ""C9 C PQ>，断裂于焊缝 F 不锈钢界

面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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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 A 钢复合焊件能够优化结构性能、节省材料、

减轻重量，在汽车制造、造船及航空航天等领域中应

用越来越广泛，然而两者之间固溶度低、热物理性能

差异大，焊接过程中极易反应生成脆性的金属间化

合物，这已成为焊接领域中的难点问题［"，#］9 采用

爆炸焊、摩擦焊、冷压焊等固相焊以及炉中钎焊、感

应钎焊等钎焊方法能够实现这两种金属的优质连

接，缺点是这些方法对工件尺寸、形状限制严格，工

艺条 件 复 杂 苛 刻，限 制 了 其 在 实 际 生 产 中 的 应

用［# A C］9
目前，钨极氩弧（&,4）熔 A 钎焊以其便捷、可控

的特点成为铝 F 钢异种合金连接中的热门研究方向，

通过控制焊接热输入，使铝侧为熔焊结合，而钢侧为

钎焊 结 合，焊 接 过 程 兼 备 熔 焊 和 钎 焊 的 双 重 特

点［K］9 然而，在电弧动态加热过程中，电弧加热时间

短，温度分布不均匀，液态钎料在钢表面润湿铺展性

差，通过增大焊接热输入，又会使钢表面产生熔化现

象，生成大量脆性的金属间化合物，难以实现两者的

有效连接9 通过在钢表面镀金属层，能够促进钎料

的润湿铺展，实现两者之间的可靠连接，缺点是单一

镀层润湿铺展效果差，焊接过程不稳定，接头强度

低，而复合镀层工艺复杂，成本高，难以完成工件对

接焊及局部修复工作［D，B］9
在铝 F 钢钎焊及钢热浸镀铝过程中，采用铝用钎

剂 和 助 镀 剂 都 能 够 促 进 铝 液 在 钢 表 面 润 湿 铺

展［@，"$］，因此尝试在 &,4 熔 A 钎焊过程，将铝用钎剂

涂覆在钢表面促进钎料润湿铺展，然而直接将这些

钎剂涂覆在钢表面，其促进润湿能力有限，且与钢表

面粘结性差，在电弧吹力的作用下很容易剥落，影响

了焊接过程的稳定性9 在借鉴铝用钎剂及助镀剂的

基础上，开发出了适用于 &,4 电弧热源下的特种钎

剂，通过高速摄影观察在钎剂涂层作用下，液态钎料

的润湿铺展行为，实现了铝 F 钢异种合金 &,4 熔 A 钎

焊良好连接，并分析了熔 A 钎焊接头特性9

"% 试验方法

试验母材为 C($K 铝合金和 *5*!#" 不锈钢板，

板厚为 !9 $ SS9 C($K 铝合金的化学成分（ 质量分

数，G）为 PT C9 B$ L K9 B$，PN $9 C$ L $9 B$，*O!$9
E$，.:!$9 E$，&O $9 $# L $9 "$，U: $9 $$$" L $9 $$$C，

余为 (89 *5*!#" 不锈钢的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G）为 +< "D9 $ L "@9 $，)O B9 $ L ""9 $，PN!#9 $，*O!
"9 $，+!$9 "#，&O $9 "$ L $9 D$，余为 .:9 试验焊丝为

E$ED 铝硅共晶钎料，焊丝直径 "9 # SS9 E$ED 铝硅

焊丝成分（ 质量分数，G）为 *O ""9 $ L "!9 $，.:!
$V B$，+=!$9 !$，PN!$9 "C，PT!$9 "$，MN!$9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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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特 种 钎 剂 以 改 性 的 )*+’*+, 无 腐 蚀 钎 剂

（-&’.! 和 -$&’." 共晶成分）为基体，加入少量的

锌，锡金属粉及界面活性剂 -/01." 配置而成(
首先进行铝硅钎料在钢表面的润湿铺展试验(

将不锈钢表面打磨去除氧化膜，并用丙酮清洗干净(
称取 %22 34 的 !2!5 铝硅焊丝，卷成外径为 6 33 左

右的钎料环( 将用丙酮（或无水乙醇）调和并搅拌均

匀的钎剂颗粒悬浮物均匀涂覆在不锈钢表面，涂层

厚度在 2( / 7 2( 8 33 之间，以盖住钢板底色为宜，

然后把钎料环置于钎剂层上，在 9:; 电弧加热条件

下进行钎料润湿铺展试验，试验过程如图 % 所示(
通过测量钎料环铺展面积，分析钎剂层促进钎料润

湿铺展效果(

图 !" #$% 电弧加热下钎料润湿铺展过程示意图

&’() !" *+,,’-( .-/ 012+./’-( 1234+00 35 5’66+2 7+,.6 8-/+2
#$% 9+.,’-(

然后，进行铝 < 钢对接焊试验( 将母材对接端面

开 = 形坡口，钢侧坡口角度为 !2>左右，铝侧坡口角

度为 $2>左右；清除焊件表面及坡口端面的氧化膜、

油污等；将钎剂均匀涂敷在不锈钢坡口端面及附近

的钢板上下表面，涂覆效果如图 / 所示( 采用钢夹具

及铜垫板进行夹固，铜垫板上开 6 33 ? 2( 8 33 规

格的成形槽，焊件对接间隙为 /( 2 33 左右，采用

交流 9:; 电源进行焊接(

图 :" 不锈钢表面涂覆钎剂层

&’() :" ;3.,+/ 568< 6.=+2 3- 0,.’-6+00 0,++6 0825.4+

焊后，将接头用线切割进行切割，制作金相试

样( 采用金相显微镜（@A）分析接头特性，用 B 射

线衍射分析仪（BCD）分析特种钎剂成分，通过万能

电子拉伸试验机测试接头力学性能(

/# 试验结果及分析

:> !" 特种钎剂的开发及作用分析

图 $ 为 )*+’*+, 无腐蚀钎剂涂层促进钎料润湿

铺展效果( 在燃弧的瞬间钎料环首先熔化呈球状，

待钎剂层熔化后，液态球状钎料在钢表面迅速润湿

铺展，而在无钎剂涂层的作用下，钎料润湿铺展效果

很差，增加燃弧时间也不能有效促进钎料的润湿铺

展，随着燃弧时间的延长，铺展几乎停止，这时液态

钎料失去球缺形而变成圆柱形( 分析认为这主要是

由于液态钎剂层能够降低铝液与钢之间的界面张

力，促进了钎料的润湿铺展(

图 ?" 钎料润湿铺展效果

&’() ?" *+,,’-( .-/ 012+./’-( +55+4, 35 5’66+2 7+,.6

同时在 9:; 电弧加热条件下，钎剂层还要具有

良好的涂敷性和粘接性，以保证涂层均匀并防止电

弧把钎剂层吹掉( 试验发现，)*+’*+, 钎剂中 -&’.!

和 -$&’." 的性质存在较大差异，-&’.! 是无腐蚀钎

剂的主体成分，熔点低，涂敷性好，而粘接性差，在电

弧吹力作用下很容易被吹掉；而 -$&’." 熔点高，在

钢表面吸附性强，粘稠而涂敷性差，很难在钢表面涂

均匀( )*+’*+, 钎剂由 -&’.! 和 -$&’." 共晶成分组

成，-$&’." 含量在 /6 E左右，主要是为了获得低的

熔点，这种钎剂涂敷性良好而粘接性不强，在电弧作

用下容易被吹掉，影响试验过程的稳定性(
针对 9:; 电弧加热特点，试验中调整了 -&’.!

和 -$&’." 成分配比，适当增加了 -$&’." 的含量，钎

剂涂层在钢表面的粘结性得到了较大提高( 图 ! 为

试验获得的综合性能良好的无腐蚀钎剂成分，BCD
测试 其 成 分 为（ 质 量 分 数，E）：-&’.! "2 7 5/，

-$&’." /6 7 !2，钎剂中还含有少量的 &’.$ ( 试验选

用由 -&’.! "8E 和 -$&’." $8E 配比组成的无腐蚀

钎剂作为特种钎剂的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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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改性的 #$%&$%’ 无腐蚀钎剂（()*）

+,-. !" /$0,1,20 #$%&$%’ 3$34%$55$6,72 1&89

为了进一步提高钎剂涂层的作用效果，结合已

有研究成果［( & *+］，试验中选取 ,-，.- 纯金属粉及界

面活性剂 /!.012 作为主要添加元素3 结果证实，添

加 ,- 元素后钎剂涂敷效果好，焊接过程中无腐蚀钎

剂能够抑制 ,- 元素的挥发，使液态 ,- 元素起到促

进钎料润湿铺展的作用3 值得注意的是钎剂中需要

控制 ,- 元素的添加量，过多的 ,- 元素在电弧热作

用下会严重的挥发，影响到焊接过程的稳定性，也会

在接头中产生气孔等缺陷3
钎剂中添加 .- 元素后，由于 .- 元素的熔点低

而沸点高，涂层呈液态而不宜挥发，焊接过程稳定，

同时 .- 元素与铝基钎料之间有良好的亲和性，钎剂

促进钎料润湿铺展效果更为显著3 然而 .- 元素的

加入会降低接头的耐腐蚀性，需要控制其含量3 添

加 ,-，.- 金属粉后钎剂的粘接性都有些减弱，而

/!.012 作为界面活性剂，不仅能够促进钎料的润湿

铺展，而且具有良好的粘接性，钎剂中加入少量的

/!.012 提高了涂层活性和粘接性，使焊接过程更为

稳定3
通过单组元添加及多组元正交试验，获得了综

合性能好的特种钎剂涂层，其成分（ 质量分数，4 ）

为：改 性 的 5678679 无 腐 蚀 钎 剂（ /:81’：/;:812，

2<：;<）<< = (>，,- *+ = !+，.- *+ = !+，/!.012 ! =
<3 特种钎剂具有良好的涂敷性和粘接性，焊接过程

稳定性高，促进钎料润湿铺展效果特别显著，锌，锡

两种金属粉一起加入时效果更为显著，/!.012 能够

提高钎剂的活性，提高钎料在钢表面的致钎性能3
:; :" 钎料的润湿铺展行为

将特种钎剂涂敷在钢坡口表面进行铝 " 钢对接

焊，在钎剂涂层的作用下，液态钎料在不锈钢坡口表

面的润湿铺展行为决定了焊缝成形的状况3 图 < 为

通过高速摄影观察到的液态钎料在钢表面的铺展情

况3 图 <? = @ 为无涂覆钎剂层时液态钎料铺展状

态，焊丝送到坡口底部，在电弧热作用下熔化后不在

钢坡口表面铺展，而是呈球状堆积3 电弧直接加热钢

板 ，随着加热时间的延长，钢表面产生熔化现象，最

图 <" 高速摄影观察液态钎料润湿铺展过程

+,-. <" =2>>,3- ?30 6@52?0,3- @5$%266 $A625720 AB C,-C 6@220 %?D25? 1$5 &,E8,0 1,&&25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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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无法实现连接&
在钢表面涂覆特种钎剂后，液态钎料在钢坡口

表面的润湿铺展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如图 ’( ) *
所示& 在 +,- 电弧加热作用下，涂敷在坡口及表面

附件的钎剂层首先熔化，在不锈钢表面形成一层液

态钎剂薄膜& 然后铝基焊丝送到坡口根部，贴住成

形槽表面，钎料熔化后，在液态钎剂薄膜的作用下，

液态钎料与固态钢表面之间界面能降低，液态钎料

在钢表面迅速进行润湿铺展& 钎剂中熔渣由于比重

小浮出熔池表面，而比重高的锌，锡等金属沉积在钢

表面与钎料一起形成合金层，提高接头的强度&
通过分析，液态钎料在钢坡口表面的铺展分为

两部分：一是通过成形槽，沿钢背面进行铺展，保证

获得良好的背面成形；二是沿坡口表面进行“上坡”

铺展，实现焊缝正面成形& 在“上坡”铺展过程中，坡

口下部表面已经与钎料发生反应结合在一起，而上

表面继续受到电弧热的作用，这样上部温度高，界面

张力降低，有利用钎料的铺展，同时液态钎剂薄膜进

一步降低了界面张力，从而使液态钎料能够克服自

身重力进行“ 上坡”铺展& +,- 电弧为动态加热过

程，电弧沿焊接方向行走，在某一定点钢板表面温度

降低，钎料的铺展受到限制，通过调整焊接热输入能

够使钎料顺利完成“上坡”铺展，并在钢板上表面进

行一定的铺展，界面之间充分反应结合在一起，形成

良好的熔 . 钎焊接头&
!" #$ %&’ 熔 (钎焊接头特性

图 / 为铝 0 钢 +,- 熔 . 钎焊接头横截面形貌，接

头具有熔焊与钎焊的双重性质：铝合金侧为熔焊结

合，即低熔点铝母材局部熔化，与液态填充钎料混合

后凝固形成焊缝，且存在明显的熔合区；而不锈钢侧

为钎焊结合，即高熔点的钢不发生熔化，通过液态钎

料与不锈钢之间发生界面反应形成连接&

图 )$ 铝 * 钢 %&’ 熔 ( 钎焊对接接头横截面

+,-. )$ /0122 2345,16 17 89:;,6:;<25339 =:55 %&’ >39?,6-<
=08@,6- A1,65

拉伸试验测得接头抗拉强度达到 %%’& ’ 123，

接头断裂于焊缝 0 不锈钢界面层，说明界面处是接头

的薄弱环节，这是由于在界面处生成了脆性的金属

间化合物层& 通过特殊合金元素的加入控制化合物

层的结构特性，从而显著提高接头的力学性能，目前

正在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 结# # 论

（%）开发出了适用于 +,- 电弧加热条件下的特

种钎剂，其成分（ 质量分数，4）为：改性的 5678679
钎剂（:;8<!：:$;8</，/’：$’）’’ ) ="，>? %@ ) A@，

B? %@ ) A@，:ABC</ A ) ’&
（A）液态钎料在钢坡口表面的铺展分为两部

分：一是通过成形槽，沿钢背面进行铺展，获得良好

的背面成形；二是沿坡口表面进行“ 上坡”铺展，实

现焊缝正面成形&
（$）获得了成形良好的铝 0 钢 +,- 熔 . 钎焊对

接接头，接头具有熔焊与钎焊的双重性质，接头抗拉

强度可达 %%’& ’ 123，断裂于焊缝 0 不锈钢界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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