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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 通过研究了脉冲微束等离子弧焊电弧中心轴线上光辐射强度在不同脉冲参数下的动态分布援 试验结果表

明袁微束等离子弧焊电弧沿电弧中心轴线的光辐射强度分布呈野双峰状冶袁其分布特征及其动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了脉冲参数渊基值电流袁峰值电流袁占空比袁频率冤的影响袁并且这种影响随着脉冲参数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程度

的野热惯性冶援
关键词院 微束等离子弧焊电弧曰 光辐射强度分布曰 脉冲电流曰 双峰状曰 热惯性

中图分类号院 栽郧 源源源摇 摇 文献标识码院 粤摇 摇 文章编号院 园圆缘猿 原猿远园载渊圆园员远冤园苑 原园园苑园 原园缘

园摇 序摇 摇 言

微束等离子弧焊渊酝孕粤宰冤是用机械压缩尧热压

缩尧电磁压缩的电弧作为热源的一种焊接方法袁由于

其热输入少袁电弧稳定性较好袁能量密度集中袁因此

广泛应用于薄板和超薄板的焊接咱员暂 援 而脉冲微束等

离子弧焊 渊 孕鄄酝孕粤宰冤 焊接超薄板 渊厚度小于 园援 圆
皂皂冤可以获得优质的焊接接头援 与直流 酝孕粤宰 的超

薄板焊接相比袁孕鄄酝孕粤宰 焊接的超薄板袁焊缝表面光

滑袁焊接接头的平均晶粒尺寸减小袁焊接接头的显微

硬度增大袁从而改善了焊接接头的质量咱圆暂 援 孕鄄酝孕粤宰
包括四个脉冲参数院基值电流袁峰值电流袁脉冲占空

比袁脉冲频率袁在焊接过程中四个脉冲参数对焊接接

头的成形质量都会产生影响咱猿 原 苑暂 援
脉冲参数的变化会影响电弧的燃烧过程进而影

响焊接接头的成形质量袁因此研究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燃

烧的动态变化过程意义重大援 而电弧的燃烧过程伴

随着光信号尧电信号尧热信号的发生袁因此文中在对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光辐射强度的图像信息采集的基础

上袁研究微束等离子弧焊电弧光辐射强度的分布特

征袁并进一步分析讨论不同脉冲参数下 孕鄄酝孕粤宰 电

弧中心的光辐射强度分布的动态变化规律援

员摇 电弧光辐射图像信息的采集方法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的光辐射图像信息的采集是通过

美国生产的 晕载源鄄杂源 高速摄影相机来完成的援 由于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弧光非常强袁为了保证在小电流下能

采集到图像同时在大电流下亮度也不会过度饱和袁
高速摄影的采集速度为 圆园 园园园 幅 辕 泽袁曝光时间为 圆园
滋泽袁同时在镜头前加入两个滤光片援

试验是在等离子气流量为 园援 缘 蕴 辕 皂蚤灶尧保护气流

量为 猿援 缘 蕴 辕 皂蚤灶尧焊炬高度为 圆 皂皂 的条件下袁以 圆 粤
为平均焊接电流袁对如表 员 所示不同脉冲参数下的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进行了光辐射图像信息的高速摄影采

集袁并提取了电弧中心轴上的光辐射强度信息援
表 员摇 脉冲参数

栽葬遭造藻 员摇 孕怎造泽藻 责葬则葬皂藻贼藻则

占空比

Δ渊豫 冤
基值电流

陨遭 辕 粤
峰值电流

陨责 辕 粤
频率

枣 辕 匀扎
猿园 园援 愿园 源援 愿园
猿园 员援 园园 源援 猿猿
猿园 员援 圆园 猿援 愿苑
猿园 员援 源园 猿援 源园
猿园 员援 远园 圆援 怨猿 员 缘园 员园园 缘园园 员园园园苑园 园援 愿园 圆援 缘员
苑园 员援 园园 圆援 源猿
苑园 员援 圆园 圆援 猿源
苑园 员援 源园 圆援 圆远
苑园 员援 远园 圆援 员苑

圆摇 酝孕粤宰 电弧光辐射强度的野双峰冶
分布特征

摇 摇 高速摄影相机获取的电弧数字图像如图 员葬 所

示袁其电弧图像的黑白灰度大小反映了电弧的光辐

射强度援 由图 员遭 可以看出院在 酝孕粤宰 电弧中心轴线



第 苑 期 王昂洋袁等院脉冲微束等离子弧焊电弧的光辐射强度动态分布特征 苑员摇摇摇
上靠近焊枪喷嘴的位置其光辐射强度 大袁形成第

一个野峰冶袁随着中心轴上点的位置逐渐接近工件袁
光辐射强度逐渐降低袁之后在靠近工件附近光辐射

强又逐渐上升到另一个 大值袁形成第二个野峰冶袁
呈现野双峰状冶分布援

图 员摇 电弧中心轴线上光辐射强度分布

云蚤早郾 员摇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则葬凿蚤葬贼蚤燥灶 蚤灶贼藻灶泽蚤贼赠 葬造燥灶早 葬则糟 糟藻灶鄄
贼则葬造 葬曾蚤泽

造成 酝孕粤宰 电弧近喷嘴处光辐射强度 大的

第一个峰值的原因是院渊员冤微束等离子弧是混合型

弧袁在钨极和喷嘴之间始终存在维弧袁该弧焰在等离

子气流作用下被吹出喷嘴袁并在喷嘴内和喷嘴外近

喷嘴的区域叠加在主弧上曰渊圆冤电弧在阴极区温度

较高袁电离程度较大援 而在工件渊阳极冤附近出现的

电弧光辐射强度的第二个峰值的原因是由于大量电

子轰击工件产生的金属蒸气和阳极区压降的存在袁
在靠近工件的附近电弧的电离程度较大援

猿摇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光辐射强度的野热惯
性冶动态变化及其影响

摇 摇 按照表 员 所示的不同脉冲参数袁从高速摄影数

字图像中选取各自电弧 强辐射瞬间渊脉冲峰值电

流时所对应的 大的辐射瞬间冤和电弧 弱辐射瞬

间渊脉冲基值电流时所对应的 小的辐射瞬间冤所

对应的图像袁获取所对应的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中心轴线

上的光辐射强度分布援 基于 酝孕粤宰 电弧中心轴线上

光辐射强度的野双峰状冶分布特征袁文中以该双峰的

灰度值 孕员和 孕圆以及第一个峰 孕员的饱和范围 蕴渊当电

流较大时袁饱和灰度值为 圆缘缘 的高速摄影相机采集

到的电弧图像 亮的区域会饱和袁因此电弧中心轴

线上第一个峰 孕员会出现一段灰度值为 圆缘缘 的水平线

段袁即为饱和范围 蕴冤袁这三个特征参数随脉冲参数

的变化来深入细致地研究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光辐射强

度分布的动态变化过程袁特征参数的选取如图 圆
所示援

图 圆摇 最强辐射和最弱辐射瞬间的电弧中心轴线上光辐射

强度的特征参数选取

云蚤早郾 圆摇 悦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 责葬则葬皂藻贼藻则泽 燥枣 燥责贼蚤糟葬造 则葬凿蚤葬贼蚤燥灶 蚤灶贼藻灶鄄
泽蚤贼赠 燥灶 贼澡藻 葬则糟 糟藻灶贼藻则 葬曾蚤泽 燥枣 贼澡藻 泽贼则燥灶早藻泽贼 则葬凿蚤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贼澡藻 憎藻葬噪藻泽贼 则葬凿蚤葬贼蚤燥灶 皂燥皂藻灶贼

在如表 员 所示的脉冲参数下拍摄的 孕鄄酝孕粤宰 电

弧高速摄影的电弧 弱辐射瞬间和电弧 强辐射瞬

间所对应的图像的电弧中心轴线上的光辐射强度分

布的基础上袁所提取的特征参数 孕员袁孕圆袁蕴 随电流的

变化分别如图 猿 和图 源 所示援
图 猿 和图 源 研究发现袁在 猿园豫占空比尧相同频率

下袁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在 弱辐射瞬间所对应的特征参

数 孕员和 孕圆值随着基值电流从 园援 愿 粤 增加到 员援 远 粤
反而在减小曰而在 强辐射瞬间所对应的特征参数

孕员尧蕴 值随着峰值电流从 圆援 怨猿 粤 增加到 源援 愿 粤 却在

增加援 这表明院在较小渊猿园豫 冤的占空比下袁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在 弱辐射瞬间所对应的电弧中心轴线上的光

辐射强度随着基值电流的增大反而在减小袁在 强

辐射瞬间所对应的电弧中心轴线上的光辐射强度随

着峰值电流的增大而增大援

图 猿摇 猿园豫占空比袁不同频率袁不同基值电流下电弧最弱辐

射瞬间下特征参数 孕员 袁孕圆

云蚤早郾 猿摇 阅赠灶葬皂蚤糟 糟澡葬灶早藻 燥枣 孕员 葬灶凿 孕圆 憎蚤贼澡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遭葬泽藻
糟怎则则藻灶贼 葬灶凿 枣则藻择怎藻灶糟赠 憎澡藻灶 凿怎贼赠 则葬贼蚤燥 蚤泽 猿园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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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源摇 猿园豫占空比袁不同频率袁不同峰值电流下电弧最强辐

射瞬间的特征参数 孕员 袁蕴的动态变化

云蚤早郾 源摇 阅赠灶葬皂蚤糟 糟澡葬灶早藻 燥枣 孕员 葬灶凿 蕴 憎蚤贼澡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责藻葬噪
糟怎则则藻灶贼 葬灶凿 枣则藻择怎藻灶糟赠 憎澡藻灶 凿怎贼赠 则葬贼蚤燥 蚤泽 猿园豫

其原因在于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是焊接电流按一定

频率和占空比在基值电流和峰值电流之间不断交替

变化下的脉冲电弧袁当瞬时焊接电流从峰值电流跳

到基值电流时袁电流瞬时减小袁电弧等离子体的电离

程度也要相应的减小袁以达到基值电流下电弧的电

离和复合的平衡曰而当瞬时焊接电流从基值电流跳

到峰值电流时袁电流瞬时增大袁电弧等离子体的电离

程度也要相应的增大袁以达到峰值电流下电弧的电

离和复合的平衡援 但在峰值电流时袁电弧温度较高袁
电离程度较大袁电子密度较大咱愿暂 袁要达到基值电流时

的电弧稳态袁需要一个散热的过程曰而在基值电流

时袁电弧温度较低袁电离程度较小袁电子密度也较小袁
要达到峰值电流时的电弧稳态袁需要一个吸热的过

程援 无论是散热还是吸热过程袁均伴随着电流密度尧
电场强度尧电离度尧温度尧电弧形态等一系列的变化袁
而这些变化都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基值电

流或峰值电流所对应的电离和复合的动态平衡的状

态使得电弧由峰值渊或基值冤的电离和复合动态平

衡状态向基值渊或峰值冤的电离和复合动态平衡状

态的过渡缓慢和滞后于焊接电流由峰值电流渊或基

值电流冤向基值电流渊或峰值电流冤的变化袁这种缓

慢和滞后现象袁使得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呈现出野热惯性冶
动态变化特征援

电流越大袁电弧的温度越高袁所对应的电弧光辐

射强度也就越大援 对于较小渊猿园豫 冤的脉冲占空比袁
与较大渊苑园豫 冤的脉冲占空比相比袁要保证平均电流

不变袁同样较小的基值电流渊园援 愿 粤冤势必要求更大的

峰值电流渊源援 愿 粤冤袁此时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呈现较强的

散热野热惯性冶特征袁虽然较小基值电流渊园援 愿 粤冤所
对应的电弧 弱辐射瞬间辐射强度理应低于较大基

值电流渊员援 远 粤冤所对应的电弧 弱辐射瞬间的辐射

强度袁但实际结果正如图 猿 所显示的袁较小基值电流

渊园援 愿 粤冤所对应的电弧 弱辐射瞬间的辐射强度反

而高于较大基值电流渊员援 远 粤冤所对应的电弧 弱辐

射瞬间的辐射强度袁这恰恰是由于较小基值电流

渊园郾 愿 粤冤的较高峰值电流渊源援 愿 粤冤所引起的电弧散

热野热惯性冶远大于较大基值电流渊员援 远 粤冤的较低峰

值电流渊圆援 怨猿 粤冤所引起的电弧散热野热惯性冶袁这种

在 猿园豫占空比下的较小基值电流渊园援 愿 粤冤的较高峰

值电流渊源援 愿 粤冤电弧的强烈散热野热惯性冶影响袁使
得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在电弧 弱辐射瞬间所对应的特

征参数 孕员和 孕圆值仍然维持在较高值袁甚至高于较大

基值电流渊员援 远 粤冤的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在电弧 弱辐射

瞬间所对应的特征参数 孕员和 孕圆值援 恰恰相反的是袁
同样对于较小渊猿园豫 冤的脉冲占空比袁与较大渊苑园豫 冤
的脉冲占空比相比袁要保证平均电流不变袁较大的峰

值电流渊源援 愿 粤冤也要求更小的基值电流渊园援 愿 粤冤袁但
此时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却呈现较弱的吸热野热惯性冶特
征袁较小基值电流渊园援 愿 粤冤并未对其较高峰值电流

渊源援 愿 粤冤所对应的 强辐射瞬间电弧造成引起本质

变化的吸热野热惯性冶影响袁使得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在电

弧 强辐射瞬间所对应的特征参数 孕员尧蕴 值仍然保

持其较高峰值电流渊源援 愿 粤冤所对应的较高值渊图 源冤援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所呈现的野热惯性冶特征袁不是简

单地如前所述仅仅以基值电流或峰值电流的大小来

反映其强弱袁而是同时受制于占空比和频率袁正如式

渊员冤袁式渊圆冤所示袁孕鄄酝孕粤宰 的平均电流陨枣是由占空比

驻尧峰值电流 陨责尧基值电流 陨遭尧峰值电流持续时间 贼责尧
基值电流持续时间 贼遭尧以及频率 枣 计算得到袁在陨枣不
变的情况下袁驻 和 枣 的变化会引起 陨责袁陨遭袁贼责袁以及 贼遭
的相应变化袁其对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 野热惯性冶特征的影

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援
陨枣 越 驻窑陨责 垣 渊员 原 驻冤窑陨遭 渊员冤
陨枣 越 员

栽 渊 贼责窑陨责 垣 贼遭窑陨遭冤 渊圆冤
式中院栽 表示周期援 由式渊员冤袁式渊圆冤可以看出袁相同

频率下袁驻 的增大意味着 贼责 的增大和 贼遭 的减小袁在 陨遭
不变时袁会导致 陨责 的减小袁而在 陨责 不变时袁同样会导

致 陨遭 的减小援 当 陨遭 不变 驻 由 猿园豫增加到 苑园豫时袁贼责
的增大会增强电弧的散热野热惯性冶袁同时 贼遭 的减小

也阻碍了电弧的散热渊即增加了电弧的散热野热惯

性冶冤袁虽然由于 陨责 的减小削弱了电弧的散热野热惯

性冶袁但仍然无法阻止 贼责 的增大和 贼遭 的减小所引起



第 苑 期 王昂洋袁等院脉冲微束等离子弧焊电弧的光辐射强度动态分布特征 苑猿摇摇摇
的电弧散热野热惯性冶的增强袁 终使得 苑园豫的电弧

所呈现的散热野热惯性冶相对于 猿园豫时要强援 如图 猿
和图 缘 所示袁对应于 员园 匀扎袁在相同基值电流渊园郾 愿 粤冤
下 苑园豫 占空比所对应的电弧 弱辐射瞬间的特征

参数 孕员和 孕圆值渊员圆缘 和 愿园冤要高于 猿园豫占空比所对

应的电弧 弱辐射瞬间的特征参数 孕员和 孕圆值渊员园园
和 苑园冤袁由此表明袁较之于 猿园豫 袁苑园豫 占空比时的 孕鄄
酝孕粤宰 电弧表现出较强的散热野热惯性冶援 当 陨责 不

变 驻 由 猿园豫增加到 苑园豫时袁贼责 的增大以及 贼遭 的减小

均会有利于电弧的吸热渊即削弱电弧的吸热野热惯

性冶冤袁虽然由于 陨遭 的减小会阻碍电弧的吸热渊即增

加了电弧的吸热野热惯性冶冤袁但仍然无法阻止 贼责 的

增大和 贼遭 的减小所引起的电弧吸热野热惯性冶的减

小袁 终使得 苑园豫的电弧所呈现的吸热野热惯性冶相
对于 猿园豫 时要弱援 如图 源 和图 远 所示袁对应于 员园
匀扎袁在峰值电流为 圆援 猿源 粤 下 苑园豫 占空比所对应的

电弧 强辐射瞬间的特征参数 孕员 值渊圆猿缘冤要高于

猿园豫占空比所对应的电弧 强辐射瞬间的特征参数

孕员值渊从图 源 中 员园 匀扎 所对应的 孕员曲线变化规律可

知小于 员愿园冤袁而 蕴 值均为 园渊图 源 中对应于 圆援 猿源 粤
峰值电流的 员园 匀扎 的 蕴 值由曲线变化趋势可知为

园冤袁由此表明袁较之于 猿园豫 袁苑园豫 占空比时的 孕鄄
酝孕粤宰 电弧表现出较弱的吸热野热惯性冶援

同样由式渊员冤袁渊圆冤可以看出袁在相同占空比下袁枣
的增大意味着 贼责 和 贼遭 的同时减小援 此时袁若保证 陨遭
和 陨责 不变袁贼遭 的减小会增强电弧的散热野热惯性冶袁
使电弧的 弱瞬间辐射越来越大并越来越难在较小

摇

图 缘摇 苑园豫占空比袁不同频率袁不同基值电流下电弧最弱辐

射瞬间特征参数 孕员 袁孕圆

云蚤早郾 缘摇 阅赠灶葬皂蚤糟 糟澡葬灶早藻 燥枣 孕员 葬灶凿 孕圆 憎蚤贼澡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遭葬泽藻
糟怎则则藻灶贼 葬灶凿 枣则藻择怎藻灶糟赠 憎澡藻灶 凿怎贼赠 则葬贼蚤燥 蚤泽 苑园豫

图 远摇 苑园豫占空比袁不同频率袁不同峰值电流下电弧最强辐

射瞬间的特征参数 孕员 袁蕴的动态变化

云蚤早郾 远摇 阅赠灶葬皂蚤糟 糟澡葬灶早藻 燥枣 孕员 葬灶凿 蕴 憎蚤贼澡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遭葬泽藻
糟怎则则藻灶贼 葬灶凿 枣则藻择怎藻灶糟赠 憎澡藻灶 凿怎贼赠 则葬贼蚤燥 蚤泽 苑园豫

的 贼遭 时间内达到基值瞬间辐射袁正如图 猿 和图 缘 所

示袁随着脉冲频率从 员园 匀扎 增加到 员 园园园 匀扎袁对应的

电弧 弱辐射瞬间的特征参数 孕员和 孕圆各曲线依次

上升曰单纯考虑 贼责 的影响袁在 贼责 减小时也会增强电

弧的吸热野热惯性冶袁使电弧的 强瞬间辐射越来越

小并越来越难在较小的 贼责 时间内达到峰值瞬间辐

射袁但是图 源 和图 远 显示的结果恰恰相反袁随着脉冲

频率从 员园 匀扎 增加到 员 园园园 匀扎袁对应的电弧 强辐射

瞬间的特征参数 孕员和 蕴 各曲线反而依次上升袁这是

因为随着频率的增加袁电弧的直径缩小袁整个电弧的

能量越来越集中在轴中心位置袁引起了电弧中心轴

线上的电弧 强辐射瞬间的特征参数 孕员 和 蕴 的增

加袁并克服了因 贼责 减小所造成的电弧吸热野热惯性冶
增强而导致的 孕员和 蕴 的减小援 由此可见袁研究频率

变化对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光辐射强度分布变化的野热惯

性冶程度的影响袁还需进一步考虑频率变化对电弧集

中程度的影响援

源摇 结摇 摇 论

渊员冤 酝孕粤宰 电弧中心轴线上光辐射强度的分布

呈现野双峰冶状的分布特征援
渊圆冤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由基值渊或基值冤电流的电离

和复合动态平衡状态过渡到峰值渊或基值冤电流的

电离和复合动态平衡状态需要一个吸热渊或放热冤
过程并且伴随着一系列的变化渊电流密度尧电场强

度尧电离度尧温度尧电弧形态等冤援 而这些变化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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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间使得电弧由基值渊或峰值冤的电离和复合

动态平衡向峰值渊或峰值冤的电离和复合动态平衡

过渡滞后于焊接电流由基值渊或峰值冤电流向峰值

渊或基值冤电流的变化袁 终使得 孕鄄酝孕粤宰 电弧的光

辐射强度呈现出野热惯性冶动态变化特征援
渊猿冤 相同频率下袁当保证基值电流不变时占空

比的增加使电弧的散热野热惯性冶增强袁当保证峰值

电流不变时占空比的增加会导致电弧的吸热野热惯

性冶减弱援
渊源冤 相同占空比下袁若保证基值电流和峰值电

流不变时袁脉冲频率的增加会增强电弧的散热野热惯

性冶援 单纯考虑频率的增加电弧的吸热野热惯性冶会
增强袁但频率的增加会导致电弧能量的集中袁 终电

弧 强辐射是随着脉冲频率的增加而增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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